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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高端白酒市场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高

端白酒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高端白酒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高端白酒行业的现状、中国

高端白酒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高端白酒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高端白酒产

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高端白酒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高端白酒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从2016年10月开始，我国高端白酒市场出现复苏迹象，2017年3月底、4月初的飞天茅台价格

一度突破1300元，在市场缺货的推动下，部分渠道甚至达到1599元左右/瓶，还有继续上涨的

趋势，于是出现了贵州茅台公司的强势调价。对于高端白酒市场未来的走势，在消费升级的

强势推动下，未来市场需求前景十分看好。而目前高端白酒市场供需矛盾已然形成，且市场

竞争者数量仅有三家的情况下，未来价格上涨已经是大势所趋。

     白酒（Baijiu）的标准定义是：以粮谷为主要原料，以大曲、小曲或麸曲及酒母等为糖化发

酵剂，经蒸煮、糖化、发酵、蒸馏而制成的蒸馏酒。又称烧酒、老白干、烧刀子等。酒质无

色（或微黄）透明，气味芳香纯正，入口绵甜爽净，酒精含量较高，经贮存老熟后，具有以

酯类为主体的复合香味。以曲类、酒母为糖化发酵剂，利用淀粉质（糖质）原料，经蒸煮、

糖化、发酵、蒸馏、陈酿和勾兑而酿制而成的各类酒。而严格意义上讲，由食用酒精和食用

香料勾兑而成的配制酒则不能算做是白酒，而应该称之为含有酒精的饮料。白酒主集中在长

江上游和赤水河流域的贵州仁怀、四川宜宾、泸州三角地带、以及山西汾阳有着全球规模最

大、质量最优的蒸馏酒产区，其白酒产业集群扛起中国白酒产业的半壁河山。

      白酒不同于黄酒、啤酒和果酒，除了含有极少量的钠、铜、锌，几乎不含维生素和钙、磷

、铁等，所含有的仅是水和乙醇(酒精)。传统认为白酒有活血通脉、助药力、增进食欲、消

除疲劳，陶冶情操，使人轻快并有御寒提神的功能。饮用少量低度白酒可以扩张小血管，可

使血液中的含糖量降低,促进血液循环，延缓胆固醇等脂质在血管壁的沉积，对循环系统及心

脑血管有利。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高端白酒市场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16年我国白酒产量达1358.4万千升，累计增长3.2%。                                       指标             2016

年12月             2016年11月             2016年10月             2016年9月             2016年8月             2016年7月        

                      白酒（折65度，商品量）产量_当期值(万千升)             145.1             135.2             117.8       

     123.6             97.4             96.5                               白酒（折65度，商品量）产量_累计值(万千升)           

 1358.4             1215.9             1083.9             974.6             849.2             751.5                               白酒（折65度



，商品量）产量_同比增长(%)             5.7             5.8             0.8             2.4             3.5             0.9                     

         白酒（折65度，商品量）产量_累计增长(%)             3.2             3.2             3.4             4.3             4.6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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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 河南省白酒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8.7.2 河南省白酒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8.7.3 河南省白酒行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8.7.4 河南省白酒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第9章：中国主要白酒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9.1 白酒企业发展总体状况

 9.1.1 企业规模总体排名

 9.1.2 销售收入排名情况

 9.1.3 利润总额排名情况

 9.1.4 毛利率排名情况

 9.2 白酒行业领先企业个案

 9.2.1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发展简介

 （2）公司产品种类分析

 （3）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4）公司销售网络构建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动向

 9.2.2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发展简介



 （2）公司产品种类分析

 （3）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4）公司销售网络构建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动向

 9.2.3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发展简介

 （2）公司产品种类分析

 （3）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4）公司销售网络构建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9.2.4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发展简介

 （2）公司产品种类分析

 （3）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4）公司销售网络构建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9.2.5 湖北稻花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6 湖北枝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7 四川剑南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8 四川郎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发展简介

 （2）公司产品种类分析

 （3）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4）公司销售网络构建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9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发展简介

 （2）公司产品种类分析

 （3）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4）公司销售网络构建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9.2.10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发展简介

 （2）公司产品种类分析

 （3）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优劣势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11 四川金六福酒业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12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9.2.13 四川沱牌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9.2.14 江西四特酒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15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9.2.16 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17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

 9.2.18 安徽皖酒集团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9.2.19 内蒙古河套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9.2.20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9.2.21 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9.2.22 古贝春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优劣势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9.2.23 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9.2.24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9.2.25 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9.2.26 湖北省白云边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9.2.27 四川江口醇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势与劣势分析

 9.2.28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第10章：白酒行业投资分析及建议

 10.1 白酒行业投资特性.

 10.1.1 周期性

 10.1.2 区域性

 10.1.3 季节性

 10.1.4 销售的节日效应

 10.2 白酒行业进入壁垒

 10.2.1 政策壁垒

 10.2.2 生产资质壁垒

 10.2.3 资源壁垒



 10.2.4 技术和人才壁垒

 10.2.5 品牌认知壁垒

 10.3 白酒行业利润水平及影响因素

 10.3.1 白酒行业提价趋势

 10.3.2 白酒行业改革因素

 （1）国资改革对于改善经营层面提升业绩的想象空间很大

 （2）白酒国企改革第二波来袭五粮液混改靴子落地

 10.4 白酒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10.4.1 白酒行业发展有利因素

 （1）宏观环境仍有利于优质白酒企业的发展

 （2）白酒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3）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的提高有助于提升白酒的消费

 （4）消费升级有利于优质白酒的发展

 10.4.2 白酒行业发展不利因素

 （1）替代品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制约行业增长

 （2）无序竞争是行业良性发展的潜在障碍

 10.4.3 白酒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1）少喝酒、喝好酒，强势龙头品牌击跨非龙头品牌

 （2）未来5年白酒电商消费渠道将快速发展

 （3）预调酒行业年复合增长率或达到50-60%

 10.4.4 白酒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10.5 白酒行业投资建议

 10.5.1 白酒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10.5.2 白酒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1）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2）政策调整风险

 10.5.3 白酒行业投资建议

 （1）提升产品质量

 （2）积极调整产品结构

 （3）重视培育新的消费群

 （4）充分发挥电商渠道的作用

 （5）积极开拓国外市场



 （6）加强打假的力度，提升打假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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