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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 白酒品牌集中化趋势凸显。近三年来全国规上白酒产企数量和产量呈下

降趋势，行业进入挤压式增长阶段。次高端以上品牌上市公司的收入增

速保持在15%以上，净利润增速基本在20%以上，利润占行业比例更达

近八成。市场份额逐渐向头部企业靠拢，并且强者恒强，马太效应显现。

然而参考国外烈酒市场集中度，我国白酒市场集中度仍然较低，未来头

部品牌企业会继续蚕食盈利能力较弱的中小品牌市场份额，行业集中度

将会越来越高。 

◼ 白酒消费高端化趋势持续强化。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五年复合增

长率8.8%，上层中产和富裕阶层人群持续扩大，将推动白酒消费升级，

次高端以上白酒产品需求日益增强。在此轮行业复苏中，高端、次高端

及区域强势品牌公司的营收增速明显高于三四线品牌。区域强势品牌的

增速同样不逊色于次高端品牌，原因在于消费升级趋势下区域强势品牌

亦开始加强对次高端产品的推广，产品结构提升后净利润增速高于收入

增速。 

◼ 次高端市场有望持续扩容。伴随消费升级，高端白酒价格带上移带动次

高端品牌性价比提高，为次高端品牌创造了很大的成长空间，次高端品

牌顺势通过产品升级提高产品价格。近两年次高端白酒规模扩容明显提

速，2018年规模增长至400亿。假设未来5年次高端市场能够维持20%的

年均增速，规模将达千亿元。而次高端的行业集中度尚低，市场竞争者

较多，以全国名酒和区域龙头为主，可以说次高端市场尚属蓝海，竞争

格局存在一定变数。 

◼ 投资建议：中长期看，白酒消费升级已成趋势，白酒消费主流价格带将

上移。高端、次高端品牌的发展优势明显，高端竞争格局清晰且稳定，

而受益于向下享受性价比，向上享受消费升级，未来次高端市场有望持

续扩容。更具品牌优势、更优产品结构和优秀渠道管理力的酒企将在未

来的市场竞争中抢占更多份额。短期看，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使得白酒

消费受到严重冲击。待疫情过后，商务社交类用酒市场会得到恢复性增

长，婚宴酒席市场有望迎报复性消费。短期事件冲击不改行业中长期发

展趋势。疫情爆发有望加速行业洗牌，市场份额进一步向风险抵抗能力

更强的头部企业集中。行业的投资机会将主要在高端和次高端两个价格

带上，除了业绩增长稳健且确定性较高的高端品牌茅五泸外，我们还看

好次高端市场的持续扩容，建议重点关注全国性次高端品牌山西汾酒、

水井坊、洋河股份，以及区域强势品牌今世缘、古井贡酒、口子窖。 

◼ 风险提示。经济下行影响白酒需求风险、行业景气度下行风险、食品安

全风险、市场竞争环境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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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酒品牌集中化趋势凸显 

1.1 近三年全国规上白酒产企数量和产量呈下降趋势 

2016 年之前，我国白酒产量呈稳定增长态势。自 2017 年开始白酒产量呈下降趋势，行

业进入挤压式增长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白酒行业规模以上企业

数量为 1593 家，2018 年为 1445 家，比上一年减少 148 家，2019 年 4 月进一步减少到

1176 家，相比 2018 年底减少了 269 家。在白酒产量方面，近十年来全国白酒产量的增

速是下行趋势的，尤其是自 2013 年三公消费限制后白酒的产量就呈个位数的增长速度，

而自 2017 年以来白酒产量更是呈逐年下滑的态势。 

图 1：全国规模以上白酒生产企业数量  图 2：全国白酒产量增长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全国白酒产量的增速低于行业营收的增速，说明白酒的提价趋势；行业营收的增速低于

利润的增速，说明档次较高的白酒销售占比提升趋势。 

图 3：全国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收入及增长  图 4：全国规模以上白酒企业利润及增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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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次高端以上品牌酒企增速高于低端品牌 

根据公司的主流产品，我们将 18 家白酒上市公司分为高端、次高端、区域强势品牌、

三四线等四大类。高端品牌包括贵州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次高端品牌包括山西汾

酒、水井坊、舍得酒业、酒鬼酒、洋河股份，区域强势品牌包括今世缘、古井贡酒、口

子窖、老白干酒，三四线品牌包括顺鑫农业、金种子酒、迎驾贡酒、伊力特、金徽酒、

*ST 皇台。 

表1：不同档次白酒主流品牌 

价格带 主流品牌白酒 

高端（600 元以上） 茅台、五粮液、国窖 1573、梦 6+、梦 9 

次高端（300-600 元） 剑南春、郎酒、梦 3、天之蓝、水井坊、汾酒青花、舍得、酒鬼酒等 

中端（100-300 元） 茅台王子酒、迎宾酒、五粮春、海之蓝、古井 5 年/6 年等 

低端（100 元以下） 洋河大曲、汾酒玻汾、牛栏山、金种子等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整理 

自 2012 年限制三公消费后白酒行业历经 3 年的深度调整，2015 年开始行业复苏，根据

我们统计，次高端以上品牌的白酒上市公司的收入和净利润增速均明显高于三四线品牌

白酒上市公司的增速。尤其是自 2017 年行业强劲复苏之后的近三年，次高端以上品牌

上市公司的收入增速保持在 15%以上，净利润增速基本保持在 20%以上。 

图 5：次高端以上酒企收入增速较快  图 6：次高端以上酒企利润增速较快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1.3 次高端以上品牌酒企利润占行业比例近八成 

2018 年白酒上市公司的营收占行业营收总额的 39.3%。自 2017 年白酒行业出现强复苏

以来，高端和次高端品牌上市公司的营收占行业总额的比例迅速上升。2018 年高端品牌

上市公司收入占行业总收入的比重 24.3%，次高端品牌上市公司的收入占比 7.4%。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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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白酒上市公司占行业收入比例  图 8：各档次白酒上市公司占行业收入比例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2018 年白酒上市公司的利润总额占白酒行业利润总额的 78%。其中高端品牌上市公司利

润总额占行业利润总额的比重高达 42%，次高端品牌上市公司的利润总额占比 8.6%。 

图 9：白酒上市公司占行业利润比例  图 10：各档次白酒上市公司占行业利润比例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从上述数据分析得出：伴随行业产量降速甚至减少，行业内逐渐进入明显的存量挤压式

增长，市场份额逐渐向头部企业靠拢，行业的集中度正在提高；并且强者恒强，马太效

应显现。 

1.4 参考国外烈酒市场集中度，我国白酒市场集中度有望提高 

统计 2018 年我国白酒行业的收入数据得出，上市白酒企业的收入规模占比为 39%，低

于非上市白酒企业的收入规模。其中前五大酒企（茅台、五粮液、洋河、泸州老窖、山

西汾酒）的合并市场占有率约 31%。 

图 11：国内白酒上市企业与非上市企业市占率  图 12：2018 年中国白酒头部企业市占率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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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参考国外烈酒市场集中度，我国白酒市场集中度仍然较低，未来有望进一步提高。白酒

是我国特有的酒种，与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朗姆酒、金酒、龙舌兰酒并列为世界

七大蒸馏酒。其中威士忌和伏特加是销量占比最高的蒸馏酒。全球烈酒行业的集中度比

较高，前五大公司的市场份额占比超过 60%，而前两大巨头帝亚吉欧和保乐力加的份额

之和达到 44%。国外烈酒行业已经走过了兼并收购的高峰期，剩下的较大的可并购标的

已经不多。 

图 13：国内白酒 CR5 与国外烈酒 CR5 对比  图 14：全球烈酒巨头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中商情报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商情报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回看我国白酒行业，从前文分析的数据得出，上市白酒企业的收入规模占比并不高，但

利润总额占行业利润总额近八成，尤其是高端品牌企业的利润总额占比高达四成，这说

明品牌愈高的酒企的盈利能力愈强。因此，按照这个趋势的发展，未来头部品牌企业会

继续蚕食盈利能力较弱的中小品牌的市场份额，行业的集中度将会越来越高。而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的爆发有望加速行业洗牌和行业分化，加速白酒品牌的集中度继续提升，

市场份额进一步向风险抵抗能力更强的头部企业集中。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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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白酒消费高端化趋势持续强化 

2.1 白酒消费需求持续增长 

白酒在国内酒类消费的占比高。由于历史和文化的缘由，白酒作为我国特有的酒种，是

国人饮酒的首选。按照世卫组织提供的信息，国人的酒类消费中，有 69%来自烈酒，而

啤酒和葡萄酒则分别占 28%和 3%。对比全球酒类消费市场，我国对烈酒消费的占比明

显高于全球对烈酒消费的占比。中国是全球烈酒消费量最大的国家，约占全球消费量的

三分之一。 

图 15：我国酒类消费占比  图 16：全球酒类消费占比 

 

 

 

数据来源：互联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互联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全球酒精消费量正在增加，中国人均酒精消费量处中等水平。根据一篇发表在医学杂志

《the Lancet》上的研究发现，全球的酒精消费量正在增加。自 2010 年至 2017 年，全球

的酒精消费量增长了近 30%，其中东南亚国家增速最快，达到了 34%。中国的酒精消费

增长了 4.2%，人均酒精消费量为 7.4 升/年。研究称，根据目前趋势，未来十年全球人均

酒精消费量将再增加 17%。 

图17：全球酒精年度消费量变化较大的国家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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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the Lancet》，东莞证券研究所 

欧洲及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人均酒精消费量水平普遍较高，超过 10 升/年。而低收入和中

等收入的东南亚国家的人均酒精消费量正在快速增长。我国人均酒精消费量大约处于中

等水平，明显落后于欧美等主要国家，在亚洲的排名也挤不上前三。理论上我国酒类产

品的需求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 

图 18：全球主要国家人均年酒精消费量  图 19：亚洲主要国家人均年酒精消费量 

 

 

 

数据来源：互联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互联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2.2 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持续 

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推动白酒消费升级。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国民收入水平稳步上升，

为消费升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7 万元，近五年复合增长率 8.8%，保持不断增长的态势。其中上层中产和富裕人群的

占比从 2010 年的 7%上升至 2015 年的 18%，预计 2020 年这个比例将上升至 29%。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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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和富裕阶层群体消费者的不断壮大，源于生活品质的改善追求和面子消费心理等因

素，将推动白酒消费升级，次高端以上白酒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强。受益于消费升级和高

净值人群的扩大，次高端以上白酒市场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图 20：2013-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图 21：上层中产和富裕人群占比上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东莞证券研究所 

白酒消费群体结构转变，商务和大众消费成主驱动力。近年来商务和大众消费成为白酒

行业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自 2012 年三公消费限制后，白酒行业进入持续 3 年时长的深

度调整，白酒的消费群体结构亦随之发生较大的变化。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居民人均收

入水平提高和对生活品质改善的追求，大众白酒消费升级趋势明显。白酒消费群体结构

由 2012 年前的政务、商务消费主导转变为 2015 年后商务、大众消费主导。具体数据显

示，自 2012-2015 年行业调整期过后，白酒的政务消费比例由 40%下降至 5%，商务消费

比例由 42%小幅上升至 50%，大众消费比例则由 18%大幅上升至 45%。 

图 22：2012 年前白酒消费群体结构  图 23：2015 年后白酒消费群体结构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东莞证券研究所 

2.3 次高端以上品牌消费需求提升 

历经 2012-2014 年的深度调整后，自 2015 年以来白酒行业需求整体性复苏，尤其是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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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的增速最快。对比不同档次品牌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增速，可以看到，在此轮行业

复苏中，高端、次高端及区域强势品牌公司的营收增速明显高于三四线品牌。近三年行

业的高增长主要是由高端、次高端及区域强势品牌带动的，区域强势品牌的增速同样不

逊色于次高端品牌，原因主要在于消费升级趋势下区域强势品牌亦开始加强对次高端产

品的推广，产品结构提升后净利润增速高于收入增速。说明次高端以上品牌白酒的需求

增长明显。未来受益于消费升级及高净值人群扩大，次高端以上白酒将继续保持较快速

度发展。 

图 24：不同档次白酒上市公司营收增速  图 25：不同档次白酒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速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3. 次高端市场有望持续扩容 

3.1 高端提价凸显次高端性价比 

自三公消费限制白酒行业历经 3 年深度调整后，2015 年开始逐步复苏，伴随消费升级，

高端白酒茅台和五粮液的终端价格带随之逐步上移。 

图26：茅台和五粮液终端价格带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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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而相对于茅台和五粮液等高端白酒较强的提价能力，洋河梦之蓝（M3）、剑南春、水井

坊等次高端品牌白酒的终端价则相对平缓，提价能力弱于高端白酒。不过，作为清香型

白酒龙头的 30 年青花汾则跟随高端品牌实现了一系列明显的提价行动。 

图27：次高端白酒终端价相对平缓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一方面，高端品牌价格带上移的挤出效应带动次高端品牌性价比提高。另一方面，由于

高端品牌持续提价，使得行业价格的天花板不断升高，为次高端品牌创造了很大的成长

空间，顺势通过加强品牌提升和产品升级提高产品价格。 

表2：高端品牌提价幅度高于次高端品牌 

 

京东白酒售价（元/瓶） 

飞天茅台 

(53 度):500ml 

五粮液 

(52 度):5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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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 888 699   

2020/3/13 1499 1258   

提价幅度 68.81% 79.97%   

 
洋河梦之蓝(M3) 

(52 度):500ml 

剑南春 

(52 度):500ml 

水井坊(52

度):500ml 

30 年青花汾酒 

(53 度):500ml 

2016/1/1 499 349 499 469 

2020/3/13 569 448 519 808 

提价幅度 14.03% 28.37% 4.01% 72.28%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3.2 消费升级促次高端以上市场扩容 

近两年次高端白酒规模扩容明显提速。2015-2018 年次高端白酒规模迎来了快速发展阶

段，次高端上市公司三年收入复合增长率为 20.4%，尤其在 2017 年开始增速加快，2018

年次高端白酒规模增长至 400 亿元。假设未来 5 年次高端白酒市场能够维持 20%的年均

增速，规模将达千亿元。 

图 28：次高端品牌公司白酒销量增长  图 29：次高端品牌公司白酒收入增长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根据过去五年不同档次白酒市场份额的变化，高端白酒和次高端白酒的扩容速度更快。

而中低端白酒的容量占比在减少，整个白酒的消费结构在往上提。随着未来消费升级持

续深化，我国高端及次高端白酒的消费占比会继续随之上升，低端白酒的消费会逐步被

次高端和高端市场挤压。其中，高端酒的格局最优，预计能够实现量价齐升；次高端酒

的量增主要来自于向下享受性价比，向上享受消费升级；中端酒的占比预计相对稳定；

而低端酒的消费量会呈下降趋势。 

图30：不同档次白酒市场份额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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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4. 次高端白酒市场尚属蓝海 

4.1 次高端市场集中度有较大提升空间 

高端白酒市场寡头垄断，次高端市场相对分散。我国高端白酒市场竞争格局清晰且稳定，

呈寡头垄断格局，主要以茅台、五粮液和国窖 1573 三大品牌为主，其中茅台、五粮液

两大巨头占据 85%以上的市场份额。具体数据显示，2017 年茅台在高端白酒市场占据份

额达到 63%；五粮液市场占比为 26%；国窖 1573 仅有 6%的份额；梦之蓝、珍藏级剑南

春等其余品牌瓜分剩下的 5%市场。 

而次高端白酒行业集中度明显低于高端白酒，市场竞争者较多，以全国名酒和区域龙头

为主，目前市场主流认同的次高端白酒企业主要包括洋河股份、水井坊、山西汾酒、舍

得酒业、酒鬼酒、剑南春及郎酒等。其中目前水晶剑、洋河蓝色经典、红花郎三大品牌

合计约占次高端市场 57%的份额。此外，区域龙头白酒企业还包括今世缘、古井贡酒、

口子窖、老白干酒等。可以说次高端市场属于蓝海，竞争较为激烈，且竞争格局存在一

定的变数。 

图 31：我国高端品牌白酒市场占比  图 32：我国次高端品牌白酒市场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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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4.2 各类酒企竞逐次高端市场 

目前参与次高端市场竞争的主要是全国化的次高端品牌白酒公司，主要包括剑南春、郎

酒、水井坊、舍得、洋河、汾酒、酒鬼酒等老名酒，通过持续的区域扩张抢占市场。区

域强势品牌公司从近几年开始也大力推广各自的次高端产品，主要是通过产品结构升级，

凭借地缘优势抢占本土市场。高端品牌五粮液和泸州老窖也有部分产品向下延伸。 

表3：次高端价格带白酒的主流产品 

定位 酒企 次高端代表产品 

高端品牌 

五粮液 五粮特曲 

泸州老窖 老窖窖龄酒 

全国化次

高端品牌 

剑南春 52 度水晶剑 

郎酒 红花郎 10 年、红花郎 15 年 

水井坊 井台瓶、臻酿八号 

舍得 品味舍得 

洋河 梦之蓝系列 

汾酒 青花系列 

酒鬼酒 酒鬼系列 

区域强势

品牌 

古井贡 年份原浆 16 年/20 年 

口子窖 口子 10 年/20 年 

今世缘 国缘四开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整理 

5. 投资建议 

中长期看，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升级是必然趋势。白酒消费在我国

有历史文化沉淀的支撑，是社交、商务的润滑剂，白酒消费升级已形成趋势，白酒消费

主流价格带将上移。近几年白酒行业高端化、品牌化、集中度提升的趋势愈发明显。高

端、次高端品牌的发展优势明显，高端竞争格局清晰且稳定，而受益于向下享受性价比，

向上享受消费升级，未来次高端白酒市场有望持续扩容，增长空间大。预计次高端将成

为全国性次高端品牌和区域强势品牌的核心竞争市场。更具品牌优势、更优产品结构和

优秀渠道管理力的酒企将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到更多份额。 

短期看，由于年初新冠疫情的爆发，正值春节期间白酒消费传统旺季，国家严控人流和

餐饮 1 个多月，阻滞了大部分人际交往、商务洽谈餐聚和婚宴酒席等消费场景，白酒消

费受到了严重冲击。目前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有效防控，企业基本全面复工复产，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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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出台提振餐饮消费的政策措施，餐饮业逐步恢复正常营业。待疫情过后，商务社交

类用酒市场会得到恢复性增长，婚宴酒席只会推迟不会消失，这部分市场有望迎报复性

消费。短期的事件冲击不改行业中长期的发展趋势。疫情的爆发有望加速行业洗牌，市

场份额进一步向风险抵抗能力更强的头部企业集中。 

我们认为行业的投资机会将主要在高端和次高端两个价格带上，除了业绩增长稳健且确

定性较高的高端品牌茅五泸外，我们还看好次高端市场的持续扩容，建议重点关注全国

性次高端品牌山西汾酒、水井坊、洋河股份，以及区域强势品牌今世缘、古井贡酒、口

子窖等受益次高端产品占比提升、产品结构优化带来盈利增长弹性较高。 

表4：白酒上市公司收入利润增速对比 

证券代码 公司 
2019Q1-Q3

营收增速 

2016-2018

营收CAGR 

2019Q1-Q3

净利增速 

2016-2018

净利CAGR 
PE(TTM) 

600519 贵州茅台 15.53% 38.66% 23.13% 45.11% 32.69 

000858 五粮液 26.84% 27.71% 32.12% 40.45% 26.90 

000568 泸州老窖 23.90% 25.39% 37.96% 34.47% 23.60 

600809 山西汾酒 25.72% 45.94% 33.36% 55.69% 38.20 

002304 洋河股份 0.63% 18.58% 1.53% 18.01% 16.79 

600779 水井坊 23.93% 54.80% 38.13% 60.55% 27.18 

600702 舍得酒业 16.01% 23.03% 10.93% 106.44% 20.47 

000799 酒鬼酒 27.34% 34.63% 14.26% 43.21% 36.83 

603369 今世缘 30.13% 21.02% 25.74% 23.52% 24.54 

000596 古井贡酒 21.31% 20.15% 38.69% 42.95% 25.77 

603589 口子窖 8.05% 22.82% 13.51% 39.87% 14.38 

600559 老白干酒 16.09% 21.22% 11.16% 77.79% 20.60 

000860 顺鑫农业 20.19% 3.84% 23.93% 34.31% 49.24 

603198 迎驾贡酒 8.69% 7.16% 20.55% 6.77% 14.36 

603919 金徽酒 14.64% 7.00% 1.29% 7.96% 19.28 

600197 伊力特 0.83% 12.01% 4.39% 24.33% 12.85 

600199 金种子酒 -13.12% -4.31% -4507.33% 144.67% --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6. 风险提示 

经济下行影响白酒需求风险； 

行业景气度下行风险； 

食品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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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环境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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