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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肖飞天价格“倒挂” 茅台酒提价之声再起

证券时报记者 王基名

“茅台降价了？ ”不，是生肖茅台

近期从高点回落明显，甚至在酒商标

价中部分生肖茅台酒出现价格 “倒

挂”。

6

年时间，生肖茅台从少人问津

到爆炒至天价， 如今回归 “合理价

位”， 生肖茅台可谓经历了一轮过山

车行情。 那么生肖茅台的炒作之路，

会不会在茅台主体酒———飞天茅台

上演呢？

从需求端来说， 正在进行的茅台

直营让茅台酒“走进千家万户”，并且

“藏酒于民”， 不得不说大量扩展了茅

台酒的社会需求。 但是随着直营的深

入发展，其问题也逐渐充分暴露，甚至

有“茅台带货”的说法。在这些背景下，

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采访调查中发

现，近期“茅台提价”声音再起，有业内

人士表示“我们内部获得的消息，有可

能很快就会涨”， 更有市场声音直言

“茅台

9

月提价”。

生肖酒价格“倒挂”

“茅台是不是又降价了，山姆会员

可以

2499

元

/

瓶价格买

2

瓶猪年生肖

茅台酒”，最近深圳山姆推出的活动引

起茅台粉丝的注意。

但通过记者市场调查， 普通飞天

茅台并没有降价， 目前维持在

2300

元

/

瓶以上的阶段性高位。 但

2499

元

/

瓶的猪茅（茅台生肖酒简称）价格，已

经极为逼近普通飞天茅台价格， 特别

是相较于之前畸高的茅台生肖酒价格

有相当大幅度的回落。

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从几家茅

台酒商处综合获悉， 近期

2020

年茅

台市场价格散茅约

2100

元

/

瓶， 原箱

约

2370

元

/

瓶， 按照业内茅台酒每增

一年市场价加价

100

元的行情来算，

猪茅所对应的

2019

年份普通飞天茅

台价格约

2200

元

/

瓶， 也就是说猪年

生肖茅台山姆给的价格居然只比同

年份普通飞天茅台散茅市场价格贵

约

300

元。

而且，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还发

现， 今年以来不断有商超渠道推出以

茅台生肖酒为主的活动， 而且价格在

2499

元

～2699

元之间。 “一岁一生肖，

一酒一茅台”，作为茅台推出的有特定

纪念意义的生肖酒， 之前在市场上几

乎很难买到，而且价格较高，现在居然

大量低价放送，确实比较少见。

记者就此向深圳某名酒连锁店老

板了解情况，他告诉记者：“正常，生肖

酒最近价格很低， 鸡茅都出现了倒

挂。”他解释称，当下

2017

年的鸡茅还

没有

2017

年的普通飞天茅台价格高，

具体是

2017

年的普通飞天茅台市场

价接近

2800

元的样子，而“鸡茅”价格

“大概低

20

（元）的样子”。

在“一天一个价”的茅台市场，证

券时报·

e

公司记者从业内获取的茅

台每日行情价格来看，“倒挂” 现象不

但存在于鸡茅，狗茅同样如此。根据茅

台市场人士整理的最新报价，

5

月

28

日茅台生肖酒中， 较贵的马茅和羊茅

市场价分别为每瓶

9500

元和

19500

元，猴、鸡、狗、猪、鼠的价格分别为每

瓶

3580

元、

2700

元、

2620

元、

2550

元

和

2540

元。而

2017

年和

2018

年飞天

茅台价格则分别为

2770

元

/

瓶和

2660

元

/

瓶， 均高于对应年份的鸡茅

和狗茅价格（注：上述报价均为经销商

一批价原箱酒价格）。

对于生肖茅台的低价位， 该连锁

店老板分析：“之前炒作得太厉害，价

格严重虚高， 而大部分客户还是更愿

意用普茅。”对于目前茅台生肖酒的价

格，该人士表示：“已经很低了，没法再

跌了。 ”

在记者的采访中，“炒作”被广泛

提及。 一直关注茅台的多和美投资董

事长张益凡对记者表示：“茅台生肖

酒现在的价格不是降低，而是回归正

常，之前主要是被炒得太高了，本身

酒质和普飞没什么差别， 比普飞高

200

元左右的价格， 对于消费者来说

是可以接受的， 像之前太高的价格，

如果我作为消费者是不愿意买单

的。 ”不过他对部分生肖茅台价格“倒

挂”一说并不认同，他说：“除了当年

的茅台价格外，其它多数年份茅台的

市场价都是他们商家之间流通、倒货

的价格，属于存量市场，并不是完全

真实的市场价格。 ”

另外，白酒行业分析师、资深专家

蔡学飞对

e

公司记者讲道， 首先我们

要先看生肖酒价格之前为什么会被炒

得那么高， 生肖酒是中国白酒市场的

一个常规产品、既定性产品，茅台生肖

酒之所以火， 是因为飞天茅台带动的

稀缺性，或者市场有这个炒作的氛围，

生肖酒是限量的又有纪念价值， 加之

茅台老酒本身就有一定的市场价值，

叠加起来导致了它的市场热潮。

对于最近茅台生肖酒价格为什么

会下来，蔡学飞表示：“疫情影响、游资

炒高出货、茅台直营打击炒作、生肖酒

概念淡化等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 简

单来说生肖酒前期虚高严重偏离的原

因就是资本炒作， 现在资本炒作的方

向变了，炒作老酒去了。 ”

生肖茅台爆炒之路

纵观生肖茅台的市场热度路径，

市场“热炒”无疑是其过山车行情的重

要原因。 生肖茅台出生于

2013

年，是

贵州茅台在国内白酒低迷时期推出的

试水产品， 其市场也经历了从最初的

反应冷淡，之后炙手可热炒出天价，到

现在价格回归。

第一款茅台生肖酒为

2014

年的

马年生肖茅台， 出厂价

850

元左右一

瓶，但当时马茅并未走俏，业内人士称

当时甚至“少人问津”，以至于在贵州

茅台推出

2015

年羊年生肖酒时直接

进行了减量。

正是生肖茅台后来的稀缺性引起

了市场关注和炒家入场， 而且茅台生

肖酒也正是在其系列化过程中一度呈

现出较好的投资属性。 茅台生肖酒价

格在

2017

年初前后开始进入快速上

涨通道， 羊茅至今仍牢牢占据最贵茅

台生肖酒位置。但整体来讲，贵州茅台

前三年推出的生肖酒———马茅、羊茅、

猴茅等投放量均不大。

根据历史市场消息，马茅、羊茅出

厂价均在

850

元

/

瓶左右，

2016

年猴

茅出厂价提高至

900

元以上，到

2017

年初时，鸡年生肖茅台面世，市场求购

消息纷至沓来， 茅台生肖酒出现一瓶

难求局面。马茅、羊茅市场价格迅速同

步短时间内依次攻破

4000

元

/

瓶和

5000

元

/

瓶高位， 按照当时的市场新

闻，“羊马猴在短短

2

个半月时间里都

涨了一倍”，指导价为

1299

元

/

瓶的鸡

年茅台市场价也迅速达到

1800

元

/

瓶，并随后超过

2000

元

/

瓶。

也是在

2017

年

4

月份，贵州茅台

首次对生肖茅台酒进行加量控价。 原

本在

2016

年末， 茅台方面表示，

2017

年茅台生肖酒保持

2016

年 “猴茅”的

计划量，以及实行区域经销渠道为主，

专卖店配售和公司零售为辅。 后来在

2017

年初茅台酒销售公司便针对增

加鸡年生肖茅台酒市场供应量下发文

件， 并在渠道上明确专卖店在生肖茅

台销售中的重要性。 这些措施也被解

读为因为生肖酒市场价格疯涨而做出

的控价措施。

但对茅台生肖酒的炒作依旧继

续，

2018

年迎来茅台生肖酒的高光

时刻。 其中马茅和羊茅成为佼佼者，

马茅价格炒最高的时候达到每瓶

15000

元

~16000

元左右，羊茅炒最贵

的时候价格更是达到了每瓶

27000

元

左右。

到

2018

年末，也就是

2019

年“猪

茅”发布前夕，茅台生肖酒价格全线回

调。其中导火索是

2018

年

12

月初，茅

台营销公司下发通知， 将向专卖店和

特约经销商限量投放生肖酒和精品

酒，且不占用

2018

年度茅台酒合同计

划。 当时一度使得狗年茅台酒及精品

茅台酒在恐慌中双双被拉下了

2500

元

/

瓶价格线。

不过后续相关产品又有所反弹，但

整个茅台生肖酒也就此被拉入下行通

道，直到最近鸡、狗、猪、鼠年生肖茅台沦

为和普通飞天相差无几的产品。

普飞会走生肖酒老路？

稀缺性与游资进入炒作被上述业内

人士认为是茅台生肖酒价格起落的重要

原因，但不难发现，这些因素在飞天茅台

身上也有， 那么飞天茅台会不会某天也

走生肖茅台价格过山车的老路？

2019

年可以说是茅台市场价格涨幅

最猛年份之一，从

2018

年末的

1800

元

/

瓶

最高一路上涨至逼近

3000

元

/

瓶，千元的

涨幅一再引起市场关注。

e

公司记者了解

到， 敏锐的游资或者说是产业资本，在

2018

年以来也大量进入茅台酒市场。

“现在囤酒的太多了。 ”中西部某名

酒连锁经销商向记者透露，“近几年茅台

酒市场价格的上涨， 直接导致很多大客

户，而且是原本的行（酒行业）外人，并且

都是一些大老板， 大手笔进入茅台酒市

场。”而且他还向记者介绍了部分国内大

酒商囤茅台酒的一些状况。

基于这些状况，记者向蔡学飞、张益

凡等业内人士询问了飞天会不会走生肖

茅台老路这一问题，他们均表示“不会”。

“我觉得不会的。 ”蔡学飞表示，“生

肖酒和飞天酒的区别是，飞天具有很强

金融属性， 长期被社会资本高度认同，

生肖酒其实不具备这种金融属性，只是

在游资的炒作下短时间内成为了一个

风口。 ”

蔡学飞分析指出，飞天茅台是“三品

合一”的产品，即同时具备酒类消费品、

奢侈品、金融投资品等属性。因此飞天茅

台和生肖茅台的社会基础是不一样的，

“飞天是被社会所完全接受的，这个概念

很早就有的，是一个成熟概念，市场受众

非常大，需求量也非常大。这个需求量对

比茅台的产量来说， 茅台在国内会一直

是稀缺的， 飞天价格应该也是持续高位

运行，除非有重大突发性事件，否则的话

飞天是不太可能出现类似生肖酒的状

况。 ”另外蔡学飞还指出，飞天茅台在目

前情况下， 拥有非常强的避险属性，“当

下茅台已经可以成为一种质押物， 有很

强的金融属性，我身边就有不少朋友，有

机会就买点茅台， 实际上它已经成为一

种避险资金。 ”

张益凡也表示，“普飞是有广大真实

需求的，包括真实消费需求。 ”在茅台销

售商业内， 平时几瓶的消费客户一直不

是他们的目标客户， 上述中西部名酒连

锁老板曾对记者表示：“基本每个酒商都

有自己熟悉且相对固定的销售圈子，每

个小型酒商有十几个熟悉的大客户每年

就可以有相当可观的利润。 ”

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了解到，茅台

酒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收藏等， 在真实消

费市场有着较大的需求。 以某大型电器

企业深圳分公司为例， 记者从其主要销

售人员处获悉， 该不足百人的团队每月

仅茅台酒销量，大概是普通飞天茅台

35

箱左右，精品或者年份茅台

2

箱左右。

“带货” 茅台提价声再起

除了商务、礼品市场的大量需求外，

近两年茅台直营的加速也被看做一个扩

大茅台消费、认知群体，“藏酒于民”的绝

佳手法， 对于扩大茅台社会需求量有着

重要作用。

上述连锁酒商老板讲道：“茅台有高

手，之前普通大众和茅台总觉得很远，现

在通过直营和电商在走进千家万户，特

别是通过电商渠道， 拉近和年轻人的距

离，使年轻人和茅台有了感情纽带。 ”

但不得不说进行中的茅台直营也

存在着种种问题并在逐渐爆发。会员积

分等门槛、捆绑销售等现象已经被大众

习以为常，但即使在满足种种条件的情

况下，

1499

元价格抢到茅台对于普通

大众来说依然有相当难度，甚至在前段

时间某电商平台出现抢到的茅台且付

款成功后又被强制退款的情况，一些商

超显示当天有茅台但怎么都无法预约

成功。

蔡学飞指出：“首先茅台直营化是

对的，可以减少层级，增强企业对产品

价格的控制力，只是现在大家把直营化

政策便利变成了‘带货工具’，已经失去

了直营化的部分意义与作用，这应该也

不是茅台想看到的，但也是无可奈何的

事实。 ”

记者注意到， 在疫情后期茅台市场

价格回升，直营问题逐渐暴露的当下，茅

台提价声音再起。

“我们现在内部得到的消息，茅台

很有可能马上要涨出厂价。 ”蔡学飞对

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说，“我觉得，如果

茅台价格继续再涨的话，可能很快就会

涨， 因为它要通过提高出厂价打击炒

作，这样就变相压缩了渠道的利润。 ”不

过对于涨价一事， 特别是涨价预计多

少、什么时候涨价等，蔡学飞也表示“不

确定”。

另外， 长期跟踪茅台酒市场概况的

市场人士茅粉鲁智深也在

5

月

28

日表

示，“据一些朋友说， 茅台提价相关材料

已经报告给国家相关部门，快的话大约

9

月份提价。 ”

对于涨价一事， 部分茅台券商分析

人士对记者表示“不确定、经常会讨论”、

“老生常谈”。

既是股东又是研究者的私募人士张

益凡对于茅台再次出现的提价之声表

示：“提一点也是应该的， 已经

2

年多没

有提价了， 而且现在茅台给渠道的利益

太多了， 按道理是应该提价压缩一下渠

道空间。 ”不过他也指出：“今年不好说，

毕竟今年是疫情期，大家都比较困难，经

济不是太好，你反而又来提价，容易引起

一些社会反响。 ”

王基名/供图 周靖宇/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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