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时报副总编辑高峰对话洋河股份董事长、党委书记王耀

洋河股份：打造“爆款”产品 梦之蓝跻身百亿俱乐部

见习记者 臧晓松

江苏人喝酒前，喜欢玩一种名为“掼蛋”的

扑克游戏。而地处江苏的洋河股份，似乎总是不

按常理出牌：别人宣传香型时，洋河另辟蹊径宣

传“绵柔”；别人主打红黄包装时，洋河偏要掀起

蓝色风暴。

从

40

年前入选 “八大名酒”， 到如今形成

“茅五洋”格局，一直“不按常理出牌”的洋河，走

出了独特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这背后的成功逻

辑是什么？

近日，证券时报“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在行

动”采访团走进洋河股份，证券时报副总编辑高

峰与洋河股份董事长、 党委书记王耀进行了深

度交流。

洋河“寻味”

高峰：

洋河结合自身特点

，

将自己的风格按

“

味

”

划分

，

开创了

“

绵柔型

”，

并成为中国绵柔型

白酒领袖品牌

。

请王总介绍一下洋河

“

寻味

”

的

过程

？

王耀：提到“绵柔”，一方面有历史的传承，

另一方面也有创新的成分。在

1979

年第三次国

家评酒会上，我们被评为“国家名酒”，也就是老

牌的八大名酒。当时大家给洋河的评价是“甜绵

软净香”。这五个字中，把香放在第五位。白酒泰

斗周恒刚老先生，以及后来的沈怡芳老先生，这

两位国家评酒专家组组长提出 “白酒重味不重

香”。酒是用来喝的，不是像香水用来闻香气。绵

柔，体现出我们对历史的传承。

另外一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对白酒

品质诉求提升了。 从

2002

年起，我们借助很多

陈年老酒、高品质酒，进行了大规模的消费者口

感测试。就是测试口感到底觉得怎么样，饮后舒

适度怎么样。

当初提出“绵柔”，实际上是我们大胆的创

新，也是对白酒行业消费理念的一种颠覆。如今

大家对品质有更高的追求， 我们顺应消费者需

求提出绵柔概念时，其实行业内还是不太认可，

认为酒是按照香型来划分：浓香、酱香、清香几

大香型，你怎么说是绵柔型呢？所以我们以味来

定型，实际上是开创了先河。

过去大家不太理解、不太认可，后来因为消

费者普遍接受，所以行业内也就接受了。现在很

多名酒厂宣传自己的酒也是绵柔型的。 中国白

酒专家认为，洋河是绵柔鼻祖、绵柔洋河。

高峰：

当初的寻味

，

给洋河带来了哪些变化

？

王耀：一方面是消费者对品质的认可。白酒

行业内常说洋河的成功主要是营销的成功，很

多营销理念和方法非常超前， 做的也非常的扎

实，执行力很强。其实洋河的营销是建立在品质

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消费者对品质的追求、喜好

的基础上的。 我们在大力地提升洋河酒品质的

同时，也在不断提升产能规模。从八十年代的原

酒产量过万吨， 到目前的原酒产量达

16

万吨，

我们一直在坚持可持续发展。说营销做得好，其

实如果没有品质作为基础，那你营销能力越强，

对于你企业的杀伤力越大。

所以我们觉得，品质和营销、管理、创新是

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的。 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努

力，洋河才得以厚积薄发，创造了十多年连续增

长的奇迹。 目前市场上已经形成“茅五洋”的全

新格局。

2018

年，我们的高端品牌“梦之蓝”单

只品牌已经进入“百亿俱乐部”，形成了从“茅五

洋”向“茅五梦”的华丽转身。

从业绩来讲，我们

2018

年前三季度实现销

售收入达

209.66

亿元，同比增长

24.22%

，净利

润超

70

亿元，同比增长

26.1%

。 税收增幅也非

常明显，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也做出了贡献。

高峰：

提起洋河

，

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蓝

色

。“

洋河蓝色经典

”

成为中国白酒行业近

10

年来

为数不多的

“

爆款

”

之一

，

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

王耀：过去白酒的包装都是要么红、要么黄，

非常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色彩。 而这一抹蓝色

确实极具差异化，让人眼前一亮，它也是我们传

承与创新的重要体现。 首先蓝色来自于洋河本

身的基因， 过去内部最高端的出口酒就是天蓝

瓶，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打造了蓝色。

蓝色也代表了洋河开放包容的心态。“世界

上最宽广的是海，比海更高远的是天空，比天空

更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 ” 这是一种情怀的表

达，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企业追求，更是我们

中国人、中国企业应该具有的一种追求。

这种追求和情怀的表达， 更多还是以品质

作为支撑。所以还是回到我刚才说的话，要不惜

代价打造与众不同的好产品。我们的绵柔，我们

的一抹蓝色，都是差异化，都是与众不同，所以

下一步在品质的提升上，我们会寻求新的突破。

在品质的表达方面， 我们会进一步提升消费者

对产品的认知，使我们蓝色经典、梦之蓝更加全

国化、更加国际化，让世界都能够品尝我们这杯

绵柔好酒。

做好六件事

高峰：

2018

年前三季度洋河实现营业收入

209.66

亿元

，

已经跻身行业前三甲

。

如今白酒行

业正处在大调整时期

，

您曾经提出

“

六个不

”

的

应对措施

，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

王耀：目前白酒行业竞争日趋白热化，有两

个很显著的特征： 一方面就是大品牌在不断做

大做强，另一方面就是地方品牌的竞争，或者说

第二梯队品牌竞争进一步加剧。

2018

年初，我

们也提出了“乘风再展翅、双击成大业”的工作

思路、提出要做好六件事。

一是不失时机找出转型升级的好风口。 特

别是在互联网的时代，要特别注重场景化、注重

消费体验，讲究线上线下一体化，这是消费和营

销创新的转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

产品、品牌就有更高的追求，消费升级是一种必

然的趋势。 我们在

2018

年初就提出，要实现高

端突破。盘点一年下来的成绩，可以说抓住了消

费升级的好风口。

二是不惜代价打造与众不同的好产品。 好

产品是“自说话”的。过去常说酒香不怕巷子深，

是讲产品的重要性。 虽然现在环境发生了很大

变化，但是好产品、尤其是差异化的好产品仍然

是产品的根本，你的“好”与别人“好”的显著的

不同、你的“好”优于别人的“好”就非常重要。所

以在打造好产品上我们不惜代价。 不惜哪些代

价？ 那就是原辅材料、我们的工艺、我们对工匠

精神的追求，以及时间的成本等各个方面。对于

打造这瓶好酒、打造这杯好酒，在企业的各个层

面，我们确实做到了不惜代价。

三是不遗余力讲出真实动人的好故事。 好

故事会自传播，现在的互联网很发达，它会实现

自己的传播，但前提一定要是真实动人，建立在

真实基础上的动人。所以说我们经常说，中国的

白酒是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你要把这个故事

讲好、把背后的品牌文化讲好。 在我看来，就是各

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中国白酒要走出去、走上世界舞台，成为飘香全球

的中国名片，我们也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白

酒故事。

四是不骄不躁打造攻守兼备的好渠道。 这

个“好渠道”就是要离消费者更近，要有更强的

引导性、 更高的联动， 让消费者喜爱你这个品

牌，同时也能够方便地购买到你的产品，能够有

更好的体验。

五是不懈努力创出自动自发的好机制。 我们

要通过机制的创新，实现自动自发，实现消费者、

员工、股东、社会和政府多方共赢。

六是不慌不忙活出卓越高效的好自己。 无论时

代如何变迁，互联网如何发展，做好自己是最重要

的。 过去企业的发展讲究木桶理论：决定企业高度

的是你的短板，你要把短板补齐、拉长。 如今在互联

网思维下，决定企业发展更多的是长板，你有足够

的长板使自己更优秀，短板可以靠整合社会资源的

方式来弥补，所以做好自己，把自己的长板拉长，创

造核心竞争力更为关键。

“对标” 学习

高峰：

科技是一个企业真正的实力

，

作为一家

不断创新的企业

，

洋河是怎样在业界做到不可替

代的

？

王耀：科技创新是洋河长期以来不断的追求，

首先就是提升科研平台， 要有更高的平台来承接

我们的创新任务。我们建立了国家级的实验室、省

级的研究院，我们国家级实验室有博士后流动站，

有院士工作站， 目前公司已经有八个这样的高端

平台，配备了很强的人才队伍。同时我们开放这个

平台，最大限度整合社会人才资源，不一定要全部

为我所有，但能够为我所用。

第二是加大投入力度。有人看报表后说，洋河

在研发上占比并不是很高。其实这也是行业特征，

洋河乃至白酒行业在研发上的投入， 在报表上显

示的并不是很高， 但我们在支持研发的投入上实

际是很大的。包括我们工艺的研发创新，我们微生

物菌株的提取扩培，到我们整个的酿酒过程中，其

实都有科研的投入。我经常说，酿酒行业的研发费

用，在报表中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更大部分实际

上是我们在生产酿造过程中海量的投入， 我们实

际上是不惜代价的。

第三是团队能力的提升。 我们现在专职科

研人员有

1800

多人。 实际上我们是调动了全员

的积极性。 我们有各种科研小组、 各种科研项

目，包括我们车间的一些科研实验，都在不断地

进行当中，就是围绕“这杯好酒”在做工作。到目

前为止，我们推出了很多“千人计划”，比如酿造

系统的、品酒方面的、研发领域的。 一大批人才

脱颖而出，这使我们的研发团队更强大。目前我

们已经有

26

个国家级评委，

31

个国酒大师，

2

个国家专家组成员，省级评委达到

60

多位。 这

样一个顶尖的团队， 也决定了洋河在技术创新

上的实力。

第四就是注重科研成果的转化，尤其是加强有

利于提升白酒品质和健康成分的研究。 近几年我们

强化了关于核苷功能菌的研究，关于黄酮类化合物

和酚类化合物的研究， 这些都是微生物发酵过程中

产生的成分， 对健康非常有好处。 健康是酿造出来

的，这其中离不开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高峰：

长期以来

，

洋河十分注重与国内外先进企

业

“

对标

”，

广泛学习苹果

、

华为

、

海尔等企业的先进

之处

，

全面提升管理水平

，

打造特色鲜明的企业文

化

，

让企业上下充满了激情与活力

。

在中国白酒行业

里

，

洋河有哪些独到的管理经验

？

王耀：我们确实做了很多对标的工作。 其中在

行业内，不同的知名酒厂及地方酒厂，都有很多值

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所以这两年，我也经常到

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劲酒、汾酒这些企业去学

习。 他们也会到洋河来交流，可以说白酒行业有非

常好的学习氛围。

同时白酒行业是非常传统的行业， 我们不能

局限于一个行业，要跳出行业看行业，要向行业外

的先进企业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 比如我们去华

为、阿里、海尔、京东、苏宁、美的学习，对我们都有

很大的帮助。

我们倡导的系统化管理， 每年全员改进的项

目达

3

万件以上。 把全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后，每

个员工都会在岗位上不断地进行工序的、工艺的、

品质的全面改进，这会提升产品品质、提升工作效

率、降低成本，最终推动了企业的不断发展。 我们

每年都要求管理中心安排各个系统在行业外寻找

最先进的学习对象，找最先进的企业去对标，这对

于我们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五度” 战略

高峰：

作为一个在世界舞台上日渐活跃的民

族品牌

，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

，

中国白酒如何走

向国际化

，

洋河将来会有哪些动作

？

王耀：中国白酒行业已形成共识，大家都在不

断地践行走出去战略。 除了我刚才说要 “各美其

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之外，还有几

个方面也是我们关注的。

第一就是要格局更大气， 就是要提升我们企

业的格局，提升整个白酒行业的格局。 在走出去的

过程中，能够互相借鉴、互相帮助、共同提高，以振

兴民族产业为己任， 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为己

任，来唱好世界舞台的大合唱。 习总书记提出要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觉得在这方面也应该有我

们中国文化、有我们中国独特的酒文化，这也是我

们中国白酒行业的一个使命。

第二就是要品牌更洋气。 我们要走出去，要

被国外消费者接受。 洋河是中华老字号，是中国

千年文化的积淀， 但我们也要创造新的表达方

式。 “蓝色经典”的推出，就是与时代接轨、与世界

接轨的重要表现。 我们在

2007

年提出“中国梦、

梦之蓝”，实际上就是体现我们企业的中国梦。 这

个中国梦也是与世界接轨的，在传统文化基础上

增加现代的、世界的表达方式，这样才能与世界

更好地沟通。

第三就是要品质更有底气。 洋河要传承好老

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满足消费者对品质的诉求。

同时我们也要不断地创造和引领消费者的需求。

比如说像苹果手机，当初就是引领了消费的需求。

做酒也是一样，我们也要善于发现、总结消费者的

需求。 过去外国朋友对中国白酒有这样的感觉：酒

好是好，但喝了感觉胃受不了。 能不能够让外国消

费者接受中国白酒？ 我们要在品质更有底气的基

础上进行创新，让消费者喜欢这种口感、爱上中国

白酒。

高峰：

洋河的战略规划是怎样的

？

将来洋河会

是怎样一家企业

？

王耀：我们也在战略上考虑过，将企业的文

化使命定位为“快乐健康”。 喝酒，我觉得属于一

种精神的追求、是一种高兴的事情。 在快乐的同

时赋予白酒健康的功能，这是我们洋河的使命定

位。 我们希望打造酒水帝国，希望能够做成千亿

级产业。 茅台和五粮液的差距在接近，我们距千

亿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但我们还是要以“不着急”

的心态去追求这个目标，并且制定了“五度五米”

的发展战略。

第一是宽度一毫米，讲的是我们的定位，我们

这个企业就是做酒，在改制过程中，我们也剥离了

很多企业。 不是我们主业方向的，我们都不做。

第二是深度一千米，讲的就是我们的极致，我

们要做最懂酒、最会酿酒、最会卖酒的企业，要把

酒做到极致。

第三是高度一万米，讲的是我们的使命，我们

要把人类快乐健康的使命高高举过头顶， 作为我

们三万酒人时时刻刻的追求。

第四是长度万万米，就是讲我们的创新，我们

要做时代的企业，就要不断创新，不断地打造我们

的核心竞争能力，做不断超越生命周期的、基业常

青的伟大企业。

第五是温度立方米，就是讲我们的热爱、我们

的工匠精神。 我们对这份事业要有温度，对产品的

追求要有温度，对消费者的责任要有温度，这些都

体现出一种热爱， 这就是我们企业定的 “五度五

米”的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的实现，其实和酿酒是

同样的道理， 我们会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 就是

“不着急”的心态，不着急酿出一杯好酒，不着急实

现企业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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