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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河2020”

不平凡的2020年终于过去了，对
所有人来说，这一年过得并不轻松，白
酒行业确实如此。年初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后，所有的消费场景几乎消失，回
想起这一幕，行业从业者至今历历在
目。外部环境的剧变倒逼企业加速转
型，这一年，白酒整合提速、分化加剧，
稳步发展、品质取胜成为主旋律，高质
量发展成色越来越足。

著名咨询公司科尔尼有这样一个
价值增长的逻辑：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
下，不管哪一个行业，总有企业超过平
均价值增长。也就是说，其实不存在夕
阳或者朝阳行业，每个行业都在剧烈变
化，关键在于——你是否是一家真正优
秀的企业，以及企业是否能够站在变化
的这一端，成为新一轮发展的主导者。

在特殊的2020年，以洋河股份等为
代表的头部酒企作为行业发展的风向
标，不断进阶，不断成长，以高质量发展
拉动着行业发展的非凡韧性。面对复杂
的环境，洋河向创新要动力，向改革要活
力，向结构调整要助力，向品质升级要推

力。坚守“品质为王”战略，全力打赢营
销转型攻坚战，推进双名酒战略，洋河倔
强地画出了一条逆势上扬的“曲线”，高质
量发展再上一个台阶。数据显示，2020
年前三季度洋河股份实现营收189.14亿
元，净利润71.86亿元，年度营收和税利
总额稳居行业前三。产品美誉度、资本市
场认可度持续走高，去年，洋河股份荣膺

“2020最具价值中国品牌100强”，在
“2020全球烈酒品牌价值50强”榜单中
位列全球第三。在“点赞2020我喜爱的
中国品牌”暨“全球抗疫品牌力量”经典
案例发布会上，洋河成为最受消费者和网
友喜爱的中国品牌之一。

长期主义者

任何一项“殊荣”的背后，都有其艰
苦的奋斗历程，看似骐骥一跃的背后，
承载的却是多少年来的不舍之功。

坚持“长期主义”，是洋河股份一直
以来主动的战略选择。洋河向来坚持

“做一年，看十年”。2003年，洋河集团大
胆创新，率先跳出传统白酒口味的禁锢，
以“绵柔”为主打，推出蓝色经典系列，开
启了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正因为洋

河股份的大胆革新，让其在过去近20年
里，跃升至国内白酒第一梯队，造就了人们
耳熟能详的“茅五洋”盛誉。自2009年上
市至今，洋河股份市值突破3000亿元，翻
了10倍。这份成绩令不少企业倾羡，可即
便如此，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环境，以及激
烈的竞争形势时，洋河进行了一系列大刀
阔斧的改革，确保了高质量发展。2019
年，洋河开始战略性深度调整，把重心
从业绩增长转向市场库存的消化、经销
渠道的优化、品牌价值的培育和高端产
品结构的提升上，为企业下一阶段的高
质量发展积蓄势能。

对企业而言，只有对产品负责，并长
期精耕细作，才能拥有更好的前途。洋河
不断推进“品质革命”，为消费者创造感动
和愉悦。“不惜一切代价做出好产品、打造
与众不同的好产品、与时俱进奉献好产
品”，这些理念长期根植在产品打造的脉络
中。“一个好的产品,要让消费者从中看到
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2019年，洋河股份
全新升级“梦之蓝M6+”，不仅呈现出更好
的品质，“下一个十年，更好的时代，值得更
好的你”的品牌理念，更是让消费者找到了
价值认同，“梦之蓝M6+”也因此成为新
时代白酒的轴心品牌。2020年底，洋河

推出梦之旅水晶版，在“绵柔”的酒体设计
框架下，做到了“绵润”的细分化的品质定
位，迅速为消费者认可。回望白酒行业的每
一次消费升级，“洋河”既是见证者，又是推
动者，更是引领者，从头到尾贯彻了最极致
的产品主义。

第二道增长曲线

如果说“品质为先”是洋河股份的第
一秘诀，那“数字革命”“人才梦之队”两
剂良方，更助推了洋河股份发展的速度。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科学
技术的加快发展，白酒行业正经历深刻
变革，数据、信息、知识、技术等成为驱动
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源。借
助数字化实现结构性改革与创新转型发
展，成为白酒行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
也是白酒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作为白酒三大巨头之一的洋河股
份，在2020年进一步推进数字化进程，
在转型的关键期闯出一条新路。洋河嫁
接数字化技术，利用大数据深度联动消
费者，以一物一码标签体系和大数据分
析获取会员精准画像，将不同产品在一
定程度上满足不同市场、不同渠道、不同

消费人群的个性化需求。洋河建成行业
内首家数字化、智能化、集成化的透明工
厂，成为传统酿造与智能化酿造相结合、
智慧化包装与现代化物流相匹配、科技
创新与标准化管理相融合的行业发展标
杆。渠道方面，演化出厂商一体化和“一
商为主，多商配称”模式，在“梦之蓝
M6+”运营中，借助数字化手段将资源
在渠道价值链中进行合理分配，精准布
局终端，时时在线化掌握经销商的进货、
出货数据，终端店的进货、出货数据，消
费者的购买交易数据和开箱消费数据，
通过对这几个数据实时把握，实现了厂
商店三位一体，共同运营用户。高质量
的“量变”才能带来优质的“质变”，洋河
始终保持“高质量发展”的格局，坚持战
略导向，成为产业数字化的典范。

“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
智能制造离不开高素质、高质量人才队
伍建设。从建设“绵柔智谷”开始，洋河
持续将技术和资源向研发平台倾斜，并
深化落地“个十百千万”人才工程。同
时，在创新内核引领下，不断完善科研
人员激励机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人
才“梦之队”，让洋河有实力、底气，去打
好“品质革命”攻坚战。

回眸“十三五”，洋河点燃高质量发
展引擎，交出了一份完美答卷；展望“十
四五”，洋河将在“大变革、大转型”中继
续提档升级，砥砺前行。正如多家券商
研报所言，目前洋河股份内部人事调
整、组织分立、渠道改革、产品更新等调
整已到位，新一轮可持续成长周期正在
路上，全新的“洋河”值得期待。

“做一年，看十年”的洋河：以创新穿越周期
近日，江苏递交了一份厚重的“成绩单”：地区生产总值历史性迈上1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达12.5万元位居各省之首。事非经过不知难，在极

不平凡的2020年，这张成绩单显得尤为不易。仔细品读数字，它不仅因2020的艰难困苦而格外耀眼，10万亿元的背后，是对上一个5年的答

复，也是对下一个5年的展望，更是江苏谋求高质量发展立体而丰满的画像。

洋河股份这几年的发展，也是江苏奋力攀高的一个缩影。在时代发展的大江大河中，洋河股份打硬仗、练硬功、造硬核，不断蝶变跨越，不仅实

现了量的跨越，更完成了质的提升，一步一个脚印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迎来“大港大船”时代

2020年12月的一天，长江江苏段
分外繁忙。数艘开普型船舶分别进出
太仓、南通、江阴、常州、镇江等港口，创
下历史新高。

开普型船舶是目前进入长江最大的
营运船舶，每一艘开普型船舶不仅为港口
企业直接带来上百万元的经济效益，而且
大大降低中转物流成本，有效减少货物在
江海转运过程中的污染排放。

这一切，得益于2018年5月长江南
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全线贯通，沿江
八大港口一举全部变身“海港”，实现与国
际航运网络的深水对接，随后，来往于长
江江苏段上的船舶明显变大了、变多了。

“十三五”是江苏港航的转型发展
期，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港航基
础设施供给结构不断优化，万吨级以上泊
位数达到了524个，相比2015年增加了
49个，港口综合通过能力达到21.2亿吨，
较2015年提升14%。围绕“两纵五横”
干线航道网规划，加快航道网络建设，我
省重点推进通江达海航道和集装箱运输
通道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建成船闸3
座，累计已建成21个水上服务区。突出
骨干航道网络建设，“两纵”骨干航道中，
京杭运河、连申线苏北段基本建成，刘大

线、泰东线航道建成达标。“五横”骨干航
道中，长江通道基本建成，盐河、丹金溧漕
河等航道建成达标。突出通江达海建设，
通江航道续建完成苏南运河、杨林塘、锡
澄运河，达海航道建成刘大线等航道。突
出内河集装箱运输通道建设，重点加快推
进盐河、灌河航运等级提升，强化苏北地
区至连云港港运输通道。

三级以上航道里程达到2363公里，
较2015年新增209公里，千吨级航道覆
盖全省78%的县级及以上节点和50%的
省级及以上开发区。港口吞吐量达29.7
亿吨，占全国港口吞吐量1/5。其中，集
装箱通过能力达到1528.6万标箱，较
2015年增加82万标箱。2亿吨大港有7
个。“十三五”期间，全省港口货物吞吐量
和集装箱量年均增速达4.9%和3.4%。

江苏水运优势持续释放，目前，综
合通过能力、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货
物吞吐量、亿吨大港数等多项指标持续
保持“全国第一”。以连云港、太仓、南
京等港口为重点，江苏加快国际集装箱
航线开辟，新增了6条近远洋航线，国际
集装箱航线共达72条。

服务支撑作用日益明显

水运具有运量大、成本低、安全性
高等比较优势。围绕服务“一带一路”

倡议和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等国家战略，江苏港航基础设施条
件和能力日益加强。

丰富的港航条件，高质量促进了滨
水产业集聚。港口发挥产业开发优势、引
导产业布局，据省交通部门统计，沿江沿
海地区集中了全省90%以上冶金、石化、
造船企业，70%以上水泥、造纸企业，60%
以上电力企业和75%的省级以上开发区，
沿江地区集聚了42个经济开发区，有力带
动了临港产业发展，直接临江地区以占全
省1/4土地、1/3人口，实现全省1/2GDP，
城市化水平高于全省平均水平5个百分
点，沿海地区近年来GDP增速也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同时，落实全省钢铁煤电化
工等产业向沿海转移，沿海港口有效供给
能力明显提升，服务保障了盛虹炼化、中
天钢铁等一批千亿级重大产业项目落户，
打造形成江苏沿海产业新引擎。

发达的水运网络，高质量推动全省运
输结构调整，“十三五”以来，水运在推动运
输结构调整、降低区域物流成本、节能减排
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水
运降本增效作用突出，长江南京以下12.5
米深水航道全线贯通，实现与国际航运网
络的“深水”对接，已成为长江黄金水道中
的“钻石”航段，对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直接的效果就
是，船舶变大、实载率提高和运输成本下
降。2020年3万吨级以上海轮数量近2
万艘，比2015年增长44%，5万至7万吨
级船型实载率提升近25%，10万至20万
吨级提升近20%，运输成本大幅降低。据
测算，5万吨级以上进江海轮每多装载1吨
货物，可以节约运输成本20多元，这有力
地促进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全省水路货运量占全社会综合运输量
的1/3以上，货物周转量占2/3以上。如果
按照内河货物周转量折算，每年可以节约

物流成本400亿元。水运节能减排效益
进一步提升，与公路运输相比，内河航运
平均每年可节约能源消耗89.9亿吨标准
煤，减少碳排放221.1亿吨。水运支撑运
输结构调整成效明显，沿海主要港口大
宗货物铁路和水路集疏港比例提升至
94.2%，公路运输量减少超过1900万
吨，水路货运周转量占比63.2%，居全国
前列。内河集装箱港口达11个、运输量达
65.5万标箱，分别是2015年的2.75倍和
3.87倍。

随着连云港港30万吨级航道一期
建成、二期开工，中哈物流基地规模化运
行，上合组织国际物流园加快建设，国际
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行，“十三五”累计开
行班列827列，东行货运量超60%。全
面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全省沿
江沿海港口一体化改革取得积极进展，
通州湾长江集装箱新出海口起步建设，
区域江海联运合作扎实推进，江苏港口
吞吐量占长三角吞吐总量的50.1%。

生态交通廊道水清岸绿

非法码头再复绿、生活污水“零排
放”……在长江、在运河，一条条水运要
道正变身为生态廊道。“十三五”以来，江
苏港航积极落实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以及高质量发展要求，
推进环境整治与生态保护，建设港航智
慧化平台，严守安全发展底线，推动港航
绿色、智慧、安全转型发展。

建设绿色港口不遗余力。将原规
划的港口岸线调整为饮用水源岸线、城
市生活和旅游景观岸线，南通港狼山港
区、江阴韭菜港等“退港还城”。完成长
江江苏段水上过驳、非法码头、“四个一
批”等专项整治，117个沿江非法码头已
全部整治到位，共清理出13.3公里岸线
并全部完成生态修复，复绿面积284万

平方米。全省易起尘作业货种港口防
风抑尘设施配置率达83%，原油成品油
装船泊位安装油气回收设施覆盖率达
100%，率先建成5座长江干线洗舱站，
累计建成港口岸电设施2177套，覆盖泊
位 2624 个，船舶靠港使用岸电量比
2017年翻一番，船舶污染物接收设施覆
盖沿江300家企业、内河2044家企业。
绿色航道方面，圆满完成各项整治任务，
建成京杭运河两淮段、无锡城区段等一
批绿色生态航段，京杭运河湖西航道、施
桥船闸等荣获“最美运河地标”称号，通
扬线泰州“十里花海”“一号水路”、苏州

“花香航道”等成为网红打卡点。
完成三级以上干线航道水上服务

区、船闸船舶污染物接收设施建设任务，
干线航道沿线基本具备靠港船舶污染物
接收能力；推进岸电设施建设，全省内河
船闸、水上服务区等累计建成384套低
压岸电系统，京杭运河船闸船舶待闸区
实现岸电系统全覆盖。

打造绿色航道亮点频出。探索港航
智慧发展，智能港口方面，以试点示范为
抓手，推进智能港口建设。比如，南京港

“江海联运一体化全程物流供应链港口智
慧物流示范工程”建设通过部省验收。智
慧航道方面，加强航运保障及数字航道建
设，完成330公里电子航道图试点建设，
推出全省统一过闸APP，目前京杭运河
苏北段船员采用“船讯通”登记缴费过闸
用户近3万个，占比达95%以上，并实现
全省航道缴费“不见面”、取票“不跑腿”。

当前，江苏正在全力推动交通强国
建设试点工作，其中京杭大运河绿色航
运示范区建设是交通强国建设江苏“十
大样板”之一。按照“一年出亮点、两年
见成效、三年出经验”的目标，4个先导段
建设已基本完成，航道两岸整洁、植被茂
密，季相分明；个性化景观小品、休闲文
化广场和亲水平台点缀其中，令人耳目
一新。滨河绿地与城市公园共生，航道
景观与城市风景交融，航运设施成为城
市“绿色新地标”，实现了交通强国建设
江苏样板“一年出亮点”的目标。

开启“十四五”新征程，江苏交通将
以通州湾集装箱新出海口等一批重大项
目为抓手，大力推进航运转型提升，瞄准
江苏特色、国内标杆、一流标准的目标，
提高江苏港航发展综合竞争力和影响
力，更好地为“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
带及长三角一体化等战略实施和交通
强省、“美丽江苏”建设服务。 剑飞

从水运大省迈向水运强省

在水清岸绿中乘风破浪
“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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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江苏濒江临海，水运资源条件得天独厚，内河航道总里程、等级
航道里程、港口货物吞吐量、万吨级以上泊位数、亿吨大港数等多项
指标名列全国前茅，水运承担了全省90%以上的能源和外贸物资
运输。“十三五”时期，江苏港航转型发展，在服务国家战略实施、经
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以及促进运输结构调整、保障重要物资运输
等方面能力显著提升。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一路向前，水运大省正
向着水运强省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