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28 日下午， 贵州茅台

（600519）公布 2018 年三季报，业绩

继续保持 20%以上的稳步增长：今

年 1-9 月，营业收入 522.42 亿元，同

比增长 2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扣非后的净利润为 249.29 亿元，

同比增长 24.1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82.21 亿元， 同比增

长 23.85%； 基本每股收益为 19.69

元 / 股，同比增长 23.77%。这份主要

经济指标保持了 20%以上增长速度

的不错成绩单， 却引来了资金的恐

慌性出逃。

引发大跌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市

场对贵州茅台三季报中的业绩增速

下滑产生了恐慌性看空。 三季报显

示： 公司今年第三季度收入 197.19

亿元，同比增速 3.82%；净利润 89.69

亿元，同比增长 2.70%。

2017 年三季度单季收入同比增

长 115.95% ， 净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135.70%。 与 2017年第三季度的惊人

增长相比，本年三季度单季收入增速

确实明显放缓。 但是，如果仔细梳理

过去两年茅台营销方面的举措，我们

可知，2017 年三季报营收超高增长

的原因， 是当年茅台酒价格过快增

长， 厂方为维护公众市场价格秩序，

针对市场情况进行主动调剂，在中秋

节前大幅超量投放，以平抑价格过快

增幅， 使得 2017 三季报的营收出现

了惊人的一跃。

在此背景下， 本年的第三季单

季营业收入， 仍然比去年骤然高企

的三季度收入高出一截，达到了 197

亿元， 创造了历史上销售收入最高

的季度收入纪录；此外，本年三季度

现金流达 230 亿元，也是历史最高峰

值。 从货币资金数字看，三季报数字

也达 1007.5086 亿元，更是创造了历

史最高纪录。 因此，茅台交出的，并

不是一份不及格的成绩单， 而是发

力冲刺后的继续攀升。 如果放在长

线观察， 茅台的累积增幅的真实现

状， 已不能用一个季度的增长比例

可以完整涵盖。 过去三年，茅台已经

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增长期， 这个态

势并未放缓仍然在持续。

企业基本面的分析，离不开生产

与市场这个核心。

茅台酒的销售，已经突破了淡旺

季之分，常年供不应求。与此相关的，

是茅台方面在净化市场秩序、清理制

约市场良性发展方面持续发力，以期

进一步推动茅台酒销售与服务进入

良性通道。

今年开年前， 为减轻经销商负

担，贵州茅台主动宣布，在确定供货

之前，不得提前收取经销商的预付账

款。 虽从账面上看，预收账款大面积

下降，但是，茅台营销渠道的负担却

得以大幅度下降，营销网络进入更为

良性的发展。

更多产品通过正常销售渠道进

入市场，预示着“有水快流” 的迟滞

点已经消弭。 即将到来的四季度，市

场成绩将不负预期，出现良性增长。

今年 1-9 月， 贵州茅台共计销

售茅台酒 462.65 亿元 、 系列酒

59.34 亿元，茅台酒稳步增长、系列

酒持续升幅加大； 茅台酒的国内销

售总额前三季度达到 504.55 亿元，

海外销售 17.44 亿元。 从财务报表

上看， 贵州茅台的货币资金首次突

破 1000 亿元，达到 1007.51 亿元；现

金管理方面， 利息收入前三季度共

计 27.28 亿元，同比增加 33.95%；客

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达

82.30 亿元，较去年同期的 11.20 亿

元大幅增长 634.92%， 原因是公司

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归集集团公司其他成员单位资

金增加额增加。

贵州茅台发展至今，已经是一个

体量巨大的公司。巨量公司的增长逻

辑往往是，同样的增幅背后，是更大

的财务数字。因此，观察茅台的趋势，

不应只从增长比例， 更要从增长质

量、实际的财务数字去衡量。

拨开恐慌的迷雾，我们再来看看

贵州茅台这个公司：

回溯公司过往十年的财务情

况，始终保持快速发展的主流不变，

这个趋势也未发生改变， 年平均复

合增长率为 24.25%，每年都正增长。

净利润指标上， 过去十年的增长也

是快速稳定， 平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4.39%，也是年年正增长。 值得注意

的是， 贵州茅台的净利润增长与收

入基本同步，公司业务稳定，主业对

净利润的贡献率接近 100%。 衡量一

个公司经营状况是否良好的经营现

金流条件始终在放大优势， 逐年稳

步增长。

90%以上的毛利率来源于超强

的品牌支持及市场知名度、 美誉度，

主营发展的供不应求状况已经维持

多年，而且也不会在近期发生实质性

逆转———作为贵州茅台的股东，还可

以享受每年超过 50%的分红率，享受

公司发展带来的成果。

茅台的营销基础，源自高质量的

生产。 今年以来，茅台大力推动工匠

队伍建设， 为未来五年的生产增长，

夯实了最为核心的基础。从稳步提升

的生产数据看， 茅台酒产量提升，将

为培育更大的市场空间提供更多的

稀缺产品。从笔者了解到的数据与趋

势看，今年四季度，以及全年的业绩，

将会持续升高。 2019年，抓生产抓经

营抓效益的步子更会进一步加快。集

团高层已对明年定了调子———“能

快则快，不留后路” 。

千亿冲刺在即，这家企业未来的

优质成长，将几无悬念。 戴世锦

2018年第三季度营业收入：

197.178 亿元

2017 年第三季度营业收入：

189.9348 亿元

2016 年第三季度营业收入：

87.9512 亿元

2015 年第三季度营业收入：

75.4867 亿元

2014 年第三季度营业收入：

75.5762 亿元

2013 年第三季度营业收入：

78.649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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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茅台：毋让“利空”恐慌带偏价值判断

10 月 30 日，茅台发布公告称：

本公司目前生产、销售正常，内外

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整体

生产经营态势是稳定的，基本面没

有改变。 2018 年前三季度，经营业

绩符合本公司预期。 全年预计，本

公司能顺利完成年度计划并有望

超额完成，可继续保持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势头。

尽管本年三季度的营业收入、

现金流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 生

产、销售状况也无异常，但最近两

日， 三季度的增幅远低于去年同

期，引发了投资者对茅台未来的不

确定预期。

分析一家企业，不仅要同比，更

要环比———多维度的判断与思考，

才能找到观察茅台盘面数据背后的

逻辑。 目前看来，茅台的发展，正在

优质轨道上前行。 我们不应被“利

空” 恐慌，以及轻易得出的“走低”

结论，左右理性判断。

本年三季报屡破

纪录，是猛力冲刺

后的继续攀升

茅台生产经营稳

健，摸高发展没有

悬念

茅台近五年来

三季度单季数字

相关阅读

●阅读提示

本报讯 10 月 30 日，全国首部

军改题材作品、大型公益电影《我

是老兵》贵州首映礼在贵阳会议中

心举行， 千余名嘉宾和观众现场参

与活动并观看了电影。

据了解， 该影片由八一电影制

片厂、贵阳市委宣传部、观山湖区委

区政府、 北京凤凰会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联合拍摄， 以观山湖区化解退

役军人创业就业难题为故事蓝本，

自 2016 年开始筹备，于 2017 年 12

月完成拍摄。

影片时长 100分钟，将镜头聚焦

到军营之外，对准一群不穿军装的复

转老兵，讲述一批退役军人离开部队

转业到地方工作，在政府安置与自主

创业选择中，尽管面临从头开始的各

种不适、 自主创业举步维艰等困境，

但仍以军人永不言败的特性与战火

磨砺出来的血性，在各级政府及社会

各界的关心支持下，主动作为，赢得

广泛赞誉的故事。

作为联合摄制单位， 观山湖区

为电影摄制在人财物方面给予了积

极支持。 近年来， 该区紧紧围绕中

央、省、市双拥工作系列部署和全区

拥军爱军“一二三四”的工作思路，

突出教育、管理、服务三大职能，创

造性地建立了全市首个 “军人之

家” 和“军人议事会” ，成立了贵阳

市复退军人就业创业基地暨观山湖

区军创中心，设立了全区各级“军

人之家” 党组织，全力解决军人后

代、后院、后路问题。 电影《我是老

兵》的创作初衷也是来源于此。

此外， 向虹翔同志时任贵阳市

委常委、观山湖区委书记期间，对电

影的创作、 拍摄及后期制作等倾注

了大量心血， 还为电影的主题曲

《英雄》和歌曲《啊，老兵》作词。今

年 6月， 著名歌手韩磊倾情演唱电

影《我是老兵》主题曲《英雄》。

该影片由顾保孜编剧，祝新运执

导，宋楚炎、丁柳元、宋春丽、陈大伟、

祝新运、兰岚、赵蕴卓主演，侯天来、赵

晓明、吴静祎友情出演。贵州首映礼当

天，部分主演、主创人员来到现场，分

享了幕后故事，并对影片进行推介。

首映礼仪式结束后， 现场放映

了电影《我是老兵》。 贵阳北站、金

阳医院、观山湖区军创大厦、朱昌烈

士陵园、青岩古镇、百花湖公园、喀

斯特公园、贵州师范大学（宝山校

区） ……影片在贵阳大量取景，一

幕幕熟悉的场景， 引起现场观众的

共鸣。 同时，跌宕起伏的剧情、感人

肺腑的军人情怀， 戳中现场不少观

众的泪点，不少人流下感动的眼泪。

“看得我热泪盈眶，我是 1976

年入伍的老兵， 电影中的每一幕我

都忘不了， 军人们退伍后择业的迷

茫、遇到的重重困难、在困难中仍然

保持的初心，都被演绎得细致到位。

此外， 电影还体现了国家对退役军

人、军属的重视，这让我们感受到了

身为老兵的光荣。 ” 首映结束后，观

山湖区 60 岁的退役老兵谢富超激

动地说。 （张鹏）

公益电影《我是老兵》在黔首映

系全国首部军改题材电影，取材取景于贵阳观山湖

■新闻速递

本报讯 2018 年多哈体操世锦

赛 29 日诞生首枚金牌，在男子体操

团体决赛中，邓书弟、肖若腾、林超

攀、孙炜、邹敬园组成的中国队最终

以 256.634 分，仅仅以 0.049 分的微

弱优势惊险夺得男团金牌， 这是中

国体操男团在 2014年世锦赛实现 6

连冠后，时隔 4 年再夺冠，中国队也

顺利赢得了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

格。俄罗斯队获得银牌，日本队获得

铜牌。

据悉，经过六轮比拼，最终中国

队以 256.634分夺得冠军，这是中国

队自 2014 年后再次夺得世锦赛男

团金牌。

本届世锦赛也是 2020 年东京

奥运会体操项目的第一个资格赛，

获得男、 女团体前三名的队伍将直

接获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因此，

中国队、 俄罗斯队和日本队获得了

东京奥运会男子体操团体项目的比

赛资格。

我省运动员邓书弟代表中国队

和队友一起获得男子体操最重要的

一枚团体金牌。邓书弟本场比赛参加

了自由操、吊环、双杠三项比赛，并出

色完成。这枚男子团体金牌是中国男

子体操队继 2014年南宁世锦赛后再

次取得男团金牌，也是邓书弟取得的

第二枚世锦赛金牌。邓书弟在已结束

的男团比赛后， 还将在 11月 3日出

战单杠的比赛。 （杜立）

体操世锦赛中国男团夺冠

邓书弟斩获

第二枚世锦赛金牌

首映礼现场

本报讯 10月 30 日，“最美云

岩” 音乐会暨阳明文化传播使者

授牌仪式在贵州饭店举行， 活动

对 12 名“阳明文化传播使者” 授

牌，总结“最美云岩” 展示月活动

成效。

据了解，“最美云岩” 活动由

“阳明文化传播使者” 评选、“最美

云岩有奖随手拍” 、“最美云岩音乐

会”三个子活动组成。

活动上，10 月 “阳明文化接

力” 的火炬在王阳明先生诞辰 546

周年之际接力， 让阳明文化薪火相

传、代代不息；对 12名从不同岗位、

不同行业选出的“阳明文化传播使

者” 授牌，每名使者向观众分享了

他们平凡的故事，赢得阵阵掌声；同

时展播了 50 张展现最美云岩的随

手拍作品；最后以歌曲《我爱云岩》

结束。

“云岩真的很美，阳明文化传

播使者在工作中做到知行合一，他

们就是云岩区的代言人， 感谢他们

的付出。 ”现场的王女士说。

据悉，“最美云岩” 宣传展示

月是以火炬传递和文化接力的方

式，从 4 月以来深入持续开展“良

知行·阳明文化接力” 系列活动，

每月一个特色主题，发现、传播最

美云岩，让群众感受知行合一的文

化魅力，传递真善美的正能量。

（实习记者 成虹飞）

12人担任“阳明文化传播使者”

“最美云岩”音乐会暨阳明文化传播使者授牌仪式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