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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粮液聚焦数字化转型 全程掌控产品终端销售

证券时报记者 唐强

两年前，五粮液集团董事长李曙光

提出了“二次创业”的战略举措，进一步

聚焦核心主业，集中力量做大做强五粮

液主品牌，将五粮液集团打造成为千亿

企业。

2019

年

11

月

14

日，深交所组织举

办的“践行中国梦·走进上市公司”系列

活动来到五粮液，证券时报·

e

公司进行

全程直播报道。 在交流会环节，五粮液

多位高管均表示，数字化转型是“二次

创业”的关键所在，整体来看年初启动

的营销组织变革已经完成。

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了解到，借助

数字化工具，五粮液现在已经能对产品

终端销售数据实现全程掌控；今年推出

的第八代五粮液量价齐升，消费者接受

度很高；在刚结束的“双十一”中，五粮

液在京东、天猫、苏宁等主要电商平台

销量排名第一，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0%

以上。

对渠道全局实时掌控

在交流会上，五粮液集团董事、副

总经理蒋琳表示， 五粮液集团始终聚

焦高质量发展，现已确立了围绕“

1+5

”

的产业进行布局，坚持做强主业、做优

多元、做大平台的发展战略。 即以酒业

为核心主业，以大机械、大金融、大物

流、大包装、大健康多元发展的特大型

国有企业集团。 积极应对数字化时代

面对新市场、新需求、新竞争的挑战，

将数字化转型作为“二次创业”的战略

方向。

对此，五粮液董事办主任肖祥发进

一步指出，五粮液数字化转型始于

2018

年，率先推动“以市场为驱动、消费者为

中心”的营销数字化转型，来驱动整个

企业内部的变革。 经过

8

个多月全方

位、立体化的调研、分析及规划，制定了

整个五粮液公司的 “

1365

数字化转型

战略蓝图”。

谈到具体情况， 五粮液品牌事业

部营销企划部部长安华龙透露， 改革

要落到人的执行， 五粮液营销数字化

转型就是从营销组织变革开始。 五粮

液建设开放灵活的营销大中台， 解决

了原有的信息孤岛问题， 打通了业务

流程间的断点。

今年来，五粮液鼓励经销商与零售

终端做服务绑定、 细分

10

余种渠道场

景，并设置了

5

个核心控制点。 安华龙

表示，第八代五粮液控盘分离，通过扫

码了解商家进出货情况，货卖到了哪里

去，对经销商经营质量和状态有全面的

掌控。

2019

年是五粮液改革的推进年，

有了数字化工具，五粮液可以对营销全

局数量有掌控，可以适时注意到经销商

存在的问题。

肖祥发指出， 借助这一系列的工

具手段， 五粮液实现了对渠道的全局

可视、异常的实时监控、合作的有效协

同。 通过持续加强与

IBM

等全球大公

司的战略合作，五粮液构建了

15

个主

题、

385

个指标的数据建模， 将以前靠

经验判断， 转变为基于数据动态监控

和管理决策， 推进了公司整个管理体

系的数字化升级， 加快产业转型和商

业模式创新。

第八代五粮液量价提升

经过两年的革新，五粮液集团距离

千亿目标仅一步之遥，今年有望实现。

从最新数据来看，

2019

年前三季度，

五粮液集团公司就实现销售收入

811

亿元。

据安华龙透露，在刚刚结束的“双

十一”中，五粮液在京东、天猫、苏宁等

主要电商平台销量都是排名第一，销售

收入同比增长

60%

以上。 需要强调的

是，这不仅仅是总量增长，而且也是质

量的高增长，销售产品过千元的很多。

“对于五粮液来讲，我们不仅要培

养消费者长期的忠诚度，还要提升五粮

液的美誉度。 ”肖祥发指出，

2019

年，第

八代五粮液推出以来，更加适应消费者

的口感变化，市场反应强烈，消费者普

遍感觉口感更好。 少喝酒、喝好酒，让消

费者感受到五粮液的好品质，喝完酒第

二天头不痛。明年春节是在

1

月

25

日，

第八代五粮液现在是量价齐升，消费者

接受度很高。

作为全国白酒龙头，五粮液与贵州

茅台自然会被投资者拿来相比较，在交

流会上， 有投资者就两家企业的市值、

产品零售价格等提出问题。

对此，蒋琳认为，经营业绩是一家

公司最核心的竞争能力，五粮液经营的

持续稳定增长和改善是支撑市值增长

的关键。但影响上市公司估值的因素却

很多，五粮液不会舍本逐末，而是要苦

练内功， 把影响市值因素的内容做强，

加强与投资者交流。 不想当老大的企

业，不是好企业。

针对产品价格，肖祥发则表示，第

八代五粮液的终端零售指导价是

1399

元， 五粮液肯定希望与茅台的差距越

小越好。 目前，四川

CPI

指数是在不断

上升，白酒产品终端销售价也可能水涨

船高。 目前，茅台和五粮液的高端酒产

量

5

万

~6

万吨，而市场对高端白酒的需

求量，远远高过产量。

“实际上，高端消费者对零售价格

的波动并不是特别敏感，要喝高端酒的

消费者，还是会继续喝。 ”安华龙认为，

茅台酒价格的不断走高，这是很多消费

者为炒家买单，而这也给了五粮液高端

酒的发展空间。

肖祥发表示，五粮液每个季度都会

统计同行数据， 目前

19

家白酒上市公

司，前

4

家收入占比

73%

，利润占比超

过

80%

。 实际上，生产经营背后需要品

质和品牌做支撑，低端白酒品牌日子不

好过，没有品质和品牌的支撑难以走得

长远。 几十年以来，五粮液一直牢牢地

把品牌质量作为核心力，没有达到质量

的酒， 绝对不会罐装到精典五粮液中；

五粮液长期注重品牌持续的维护和广

告投入、品牌宣传。

恒瑞医药：

把国产创新药销往全世界

证券时报记者 臧晓松

作为国内创新药龙头企业，

恒瑞医药近期股价接连创新高。

截至

11

月

14

日收盘，“医药一

哥”股价达到

94.33

元，总市值更

是超过

4000

亿元。 未来公司发

展如何？ 这也是投资者最关心的

问题。

日前，“沪市公司质量行———

我是股东” 专项活动走进恒瑞医

药， 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者实地

探访“医药一哥”的生产车间，公

司相关人士还就热点话题回应了

投资者的提问。 本次活动由上海

证券交易所主办。

恒瑞医药

2019

年三季报显

示， 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69.45

亿元， 同比增长

36.01%

；

归母净利润

37.35

亿元， 同比增

长

28.26%

。公司第三季度净利润

同比增速超

30%

，较前两个季度

明显提速。

今年

1

月， 江苏省发布工业

企业人才竞争力报告， 恒瑞医药

连续两年位居榜首；今年

5

月，公

司自主研发的人源化抗

PD-1

单

克隆抗体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获

批上市。

在创新的道路上， 恒瑞医药

一直没有停下脚步。

公开资料显示，除已上市的

5

个创新药外， 恒瑞医药在研管

线中已有近

10

个创新产品处于

临床

3

期或报产阶段， 超过

20

个产品处于临床

1/2

期， 涵盖麻

醉、肿瘤、糖尿病、自身免疫疾病

等多个疾病治疗领域，公司已形

成每

2-3

年都有创新药物上市的

良性发展态势，形成了以“仿制药

+

制剂出口

+

创新药” 三轮驱动的格

局。

在过去的

5

年里，恒瑞医药在

研发上累计投入达

77

亿元，

2018

年的研发费用率高达

15%

，在国内

药企中可谓一枝独秀。 恒瑞医药董

秘刘笑含表示，接下来公司将积极

推进全球化布局，“目前在欧美日

上市的产品超过

10

个， 近几年还

有十几个创新药品种在欧美进行

临床试验，公司在研发上将继续加

大投入。 ”

对于投资者们非常关心的带

量采购话题，恒瑞医药副总经理戴

洪斌表示，带量采购是国家医改的

重大举措。

“作为医药企业必须要主动适

应。 ”他强调，目前恒瑞医药致力于

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继续坚持

科技创新， 针对临床上没有被满足

的需求， 研发出有效的药物来满足

患者需求。 二是要力争把中国生产

的创新药销往全世界，“如果能做到

这两点， 我们就有能力应对政策的

变化。 ”

戴洪斌介绍， 目前恒瑞医药创

新药占比在

20%

左右，仿制药占比

在

80%

左右，“未来随着创新药的不

断上市， 我们创新药的占比有望超

过仿制药。 ”

唐强/摄 官兵/制图

建龙微纳：河南科创板第一股，畅享分子筛多领域新蓝海

作为河南首家科创板公司，建

龙微纳的市场关注度很高， 作为国

内吸附类分子筛行业引领者之一，

在现有的制氧、 制氢及吸附干燥等

吸附优势领域， 建龙微纳目前主要

在售的

２

种制氢和

１

种制氧分子筛

产品已经达到国际同类先进水平，

并部分实现进口替代， 随着进口替

代的增多和市场空间的增加， 有望

带动公司业绩上行。

未来公司还将积极向氢气提

纯、煤制乙醇、煤制丙烯、钢厂烟道

烧结尾气脱硝及资源化综合利用、

柴油车尾气脱硝、 核废水处理、盐

碱地土壤改良等多领域拓展。 目前

公司用于雾霾治理的两种脱硝分

子筛，已经处于中试阶段，未来两

年有望实现批量生产， 推向市场。

而建龙拥有专利技术的

Ｈ

型分子

筛，可运用于核废水中放射性核素

的处理和煤制乙醇领域，均处于联

合实验阶段后期，与目标需求方进

行了多年产业化研究 ， 具有很强

的适用性和不可替代性 ， 未来随

着技术储备产品的逐步产业化，建

龙微纳业绩有望呈现梯度的爆发

式增长。

现有制氧制氢分子筛

市场广阔

大家一定知道， 氧气是非常重

要的助燃气体， 可广泛运用于钢

铁、煤化工、有色金属冶炼等领域，

提高燃烧效率。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

推进，工业制氧兴起，深冷空分和

变压吸附成为主流工业制氧方式。

此外，随着人们对自身的健康更加

关注 ， 氧疗和氧保健作为增强体

质、预防疾病的一种新技术正逐渐

被接受和推广 ， 这为医疗保健制

氧带来了新的机会， 在这个领域

主要使用集中供氧和制氧机，而

分子筛制氧机主要采用变压吸附

制氧工艺。

从目前制氧的市场空间来看，

我国每年深冷 空分 设备制氧存

量市场需求分子筛

１ ．４４

万吨 ，新

增市场需求分子筛

０ ．７２

万吨 ，因

此，我国深冷制氧每年分子筛需求

量为

２ ．１６

万吨，预计产值超过

５０

亿元。

在变压吸附制氧中， 分子筛吸

附剂是核心材料，

２０１１

年以来，中

国家用制氧机市场需求从最初的

２０

万台发展到

３００

万台，实现飞速

增长。 “目前美国家用制氧机市场

是中国市场的至少

１６

倍， 按照美

国年需求

２００

万台计算， 中国市场

空间非常庞大。 ”在

２０１９

洛阳建龙

（第六届） 分子筛技术应用高峰论

坛中有嘉宾指出。

据不完全统计， 建龙微纳产品

在国内家庭制氧机市场的市占率

约

７０％

，且产品价格仅为国际龙头

价格的一半。 其实早在建龙登陆科

创板之前，就有国际巨头多次向公

司抛出橄榄枝，想独家代理其全球

市场的销售权。 国际巨头一方面是

看中建龙在产品端的市场地位以

及产品价格优势背后的技术实力；

另一方面是要通过这种方式遏制

强劲竞争对手，保持自身的寡头垄

断地位。

但是， 国际巨头的多次提议被

建龙婉言拒绝！ 此事可见建龙微纳

作为中国民族企业，进入行业全球

前列的决心。 此次公司登陆科创

板，也进一步印证了公司继续深耕

分子筛领域，借助资本力量，做大

做强的理念。

制氧领域的进口替代也在悄然

进行着， 与国际龙头产品相比，建

龙微纳质量稳定一致，但产品价格

降低至少

３０％

。 目前，建龙微纳的

ＪＬＯＸ －３００

（含

ＪＬＰＭ３

，第三代深冷

空分制氧专用分子筛）、

ＪＬＯＸ－１００

（

Ｌｉ－ＬＳＸ

系列， 变压吸附制氧专用

分子筛）系列分子筛产品，已与新

疆广汇、华能等合作，在

２６

套深冷

空分制氧装置和变压吸附制氧装

置实现了对国际大型分子筛企业

的进口替代。

在制氧领域 ， 除

ＪＬＯＸ －１００

、

ＪＬＯＸ－３００

分子筛外， 公司拥有的

ＪＬＯＸ－５００

（

ＰＳＡ

变压吸附制氧专用

分子筛） 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这

意味着，未来随着新产品的进一步推

广运用，公司的利润水平将得到持续

提升。

在制氢领域，建龙拥有

ＪＬＰＨ５

高

效制氢分子筛，不仅可以用于各类工

业含氢尾气中氢气的回收提纯，还可

以减轻尾气排放或尾气直接燃烧引

起的环境污染。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

“国内能实现

ＪＬＰＨ５

量产的企业不超

过

４

家，而建龙微纳产能最大，据说

目前公司

２０２０

年该类产品订单已经

排满， 存在较强的产能扩张需求，此

次科创板募投项目也有参与，我们很

看好后续市场。 ”

固定源脱硝分子筛

加速推进

除了在原有制氧制氢领域发力

外， 建龙微纳还瞄准了能源化工、环

境治理、生态环境修复等领域。

随着中国工业化速度加快 ，经

济的高速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并由此产生的雾霾问题， 近年来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雾霾是如何产生

的呢？在雾霾的治理中可否用到分子

筛呢？

关于雾霾的产生原因，中科院研

究表明，排向大气中氮氧化物、硫化

物等，生成硝酸盐 、硫酸盐 、铵盐等

颗粒物， 这些颗粒物就是雾霾罪魁

祸首。

那如何进行雾霾治理呢？ “脱硝、

脱硫、 烧结烟气除尘等是主要的手

段。 目前，烧结烟气除尘、脱硫工艺已

经十分成熟。 而传统的脱硝技术如氧

化法脱硝、中低温

ＳＣＲ

脱硝，中高温

ＳＣＲ

脱硝，活性炭脱硝等，仍存在运

行成本高、 催化剂昂贵且易中毒、氨

气逃逸、中低温脱硝难、需烟气再热

等缺点。 ”行业专家表示，“在脱硝方

面， 我们需要一种更可行的新的技

术， 我们希望能有一种新型的分子

筛，可以对烟道烧结尾气污染物进行

处理，甚至能实现污染物资源化综合

利用。 ”

“企业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

这不会仅仅是设想，建龙跟国内很多

顶级的分子筛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

都保持着很好的合作，能第一时间获

得最前沿研究进展，了解国家产业政

策动向。 针对行业内国家重点科研项

目，建龙可以选择前期进入与科研机

构进行联合研发，在后期实现研究成

果的产业化转变，与项目之间达到强

适配。 ”面对市场的迫切需求，公司董

事长李建波笑着说。

他继续说到，“我们跟北京科技

大学刘应书教授交流很多， 刘教授

主持研发国家重点研究课题 《烟气

多污染物集并吸附脱除与资源化利

用技术及示范》， 并在邯郸钢铁

１００

万

Ｎm

３

／ ｈ

烟道气脱硝示范工程中，

研究利用分子筛吸附剂吸附脱除烟

道烧结气中的氮氧化物， 可以将分

子筛吸附分离的

ＮＯ

、

ＮＯ

２

、

ＳＯ

２

等气

体对外出售， 实现脱硝的成本收益

平衡。 ”

为配合刘应书教授研究结果的产

业化落地，建龙微纳潜心研制

ＪＬＤＮ－

３

新型脱硝分子筛， 目前

ＪＬＤＮ－３

已

经完成中试，且中试规模达到百吨级

别，未来可扩展至上万吨规模，预计

最快明年年底该项目可实现验收。 这

意味着， 通过

ＪＬＤＮ－３

新型脱硝分子

筛，钢厂可以在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的

情况下，解决尾气脱硝问题，是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从市场规模来看， 用于钢厂脱硝

的

ＪＬＤＮ－３

分子筛更换周期频繁，几

乎可以达到每年更换。 这意味着，以

邯郸钢铁

５００

万

Ｎｍ

３

／ｈ

烟道气处理量

计算，大约需要烟气脱硝分子筛

５５００

吨

／

年，按照

２０１８

年数据，邯郸钢铁粗

钢产量为全国产量的约

４．４４％

，假设

未来钢厂烟道烧结尾气

３０％

用分子

筛进行脱硝，我国钢厂烟道烧结尾气

脱硝分子筛市场需求量为

３．７１

万吨，

市场空间巨大。

国Ⅳ排放标准推出

柴油车尾气脱硝向好

除了做好钢厂烧结尾气脱硝等固

定源脱硝以外，以柴油车尾气脱硝为

代表的移动源脱硝也是建龙关注的

重点。

“在柴油车尾气脱硝领域， 我们

目前正在试产的是柴油车尾气脱硝

分子筛，具有催化剂的功能，目前正

处于中试阶段， 争取

２０２２

年实现量

产。 ”李建波表示，“目前能做这个的

很少， 国际竞争者主要为巴斯夫，国

内能量产的仅两家，而建龙的产品在

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价格不到国内外

竞品的一半。 ”

为什么价格能比别人低那么多？

李建波解释道，“我们在技术上有一

个重大的突破，可以不使用到贵金属

模版剂，这将大大降低生产成本。 这

项技术是建龙与吉林大学闫文付教

授联合研发的，属于专利技术，与目

前国内及国际同类厂商存在明显的

技术差异。 ”

关于柴油车尾气处理的市场空

间，业内专业人士指出，柴油车保有

量不高，但氮氧化物排放量远超汽油

车。 以

２０１７

年为例，柴油车仅占汽车

保有量

８．１２％

，但排放总量接近汽车

排放总量的

７０％

。 且目前国

Ⅳ

以下的

柴油车保有量比例达到

９４．６０％

，随

着国

Ⅳ

排放标准的推出，柴油车尾气

处理空间非常大。

保守估计，假设未来每年

１０％

的

柴油车使用分子筛进行尾气脱硝，按

每辆柴油车需要约

５

公斤分子筛计

算，我国柴油车尾气脱硝所需的分子

筛催化剂约为

０．８５

万吨。

独享Ｈ型分子筛专利

核废水处理加速

除了脱硝领域的应用外，分子筛

还可以用于核废水处理。 “日本福岛

核辐射泄露后，日本采用美国分子筛

进行事后处理，我们才开始关注分子

筛用于核废水处理市场。 ”李建波说

到，“核废料的传统处理方式是要深

埋，体积越小越好，目前的常规方式

是使用树脂包裹再进行填埋， 我们

研究发现， 分子筛可以成为树脂的

替代产品， 且使用分子筛可以大幅

降低核废料的体积， 是一种更优越

的产品。 ”

“在核废水处理领域， 我们与吉

林大学、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合作

研发了核废水放射性元素脱除专用

分子筛———

ＪＬＤＲ

系列， 主要使用到

的是建龙

２０１８

年拿到的

Ｈ

型产品专

利独创技术。 ”李建波表示，“我们已

经配合中广核做了

５

年以上的产业

化研究，具有很强的适配性和不可替

代性。 ”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 目前国家正

在进行分子筛应用于核废水领域的产

品推广 ，如果推广成功 ，预计内陆核

电站将加速推广。 未来该产品可以达

到百吨级需求 ， 按照百万每吨的价

格 ，有望实现上亿的产值 ，作为前期

研发进入并实现产业化的企业，建龙

微纳将独家享有核废水处理的巨大市

场红利。

煤制乙醇空间巨大

我国是个富煤贫油的国家，但是

对于汽油的需求并不少，从汽车保有

量来说， 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了，是

否可以通过使用更为环保的乙醇汽

油走出我们的贫油困境呢 ？ 其实多

年前国家就开始推广乙醇汽油 ，但

进展缓慢。因为过去我国主要采用玉

米制作乙醇，客观上无法实现大面积

推广。

而近两年来煤制乙醇技术的突破

为过去乙醇生产“与人争粮”的尴尬局

面带来一丝曙光，

２０１８

年国务院也重

提乙醇汽油大规模推广使用， 并要求

先从重点区域开始推广，

２０１９

年实现

全覆盖。

在煤制乙醇生产过程中需要用到

一种关键的催化剂———

ＨＥＵ

型分子

筛， 这是建龙与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

化学研究所、吉林大学合作开发

ＨＥＵ

型分子筛催化剂， 是建龙微纳的独家

专利产品。 据悉，目前

ＨＥＵ

型分子筛

还处于实验阶段，公司的目标是

２０２１

年走出实验室完成中试，争取

２０２２

年

产业化。

据悉， 目前国务院已有

４

个以上

煤制乙醇新建工程项目了， 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 我国燃料乙醇预计缺口

１０００

万吨以上， 每年需要的分子筛是千吨

级别，以

４０

万

／

吨价格计算，有上亿的

市场。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