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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 2013年 12月 28日，富厚生态白酒文化园举行投产仪式，
此举意味着，湖南富厚酒业有限公司在娄底市娄星区经济园

区生根发芽，娄底人民从此将可以喝到娄底本地酿造的高品

质白酒。数据显示，娄底白酒年销售量为 1820千升，年销售额
达 108000万元，而本土白酒的销量几乎可以忽略。富厚生态
白酒文化园正是基于娄底本地没有自己的品牌白酒酿造企

业，而白酒消费市场又非常巨大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富厚生态

白酒文化园总投资 10亿元人民币，是迄今娄底市唯一一家大
中型白酒酿造生产基地。该园坐落于娄星区百亩乡石坡村，占

地 1.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3万余平方米，拥有标准化的酿酒
车间、包装车间和研发楼。基地在满负荷投产后，年生产白酒

6000吨；产值达 12亿元，年可创税 2.5亿元，直接提供 300余
个就业岗位。富厚生态白酒文化园的投产，将实现就业岗位增

加、本地财力增强、公司增效的三赢局面。

随后，富厚酒业与国家酒检中心结成战略联盟，双方将从

生产技术改进、核心人才打造、产品质量形象、技术研究创新

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全力推动富厚酒业发展。未来 3至 5年
内，富厚酒业将通过富厚文化孕育出娄底白酒的核心品牌竞

争力，打造娄底白酒行业的旗帜品牌，提升娄底在国内的知名

度和附加值。

据悉，在新品上市发布会上推出的“富厚 0738”、“富厚”、
“儒雅湘”、“富厚庄园”4款新品，在品质与工艺方面都赋予了
新的概念，除了保持湘派兼香一贯淡雅、净爽的特点，更融入

了最新白酒科研成果———低醉酒度的核心技术。在未来，湖南

富厚酒业有限公司会继续研发符合消费者真实需求以及市场

规律的好产品。湖南富厚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康付秋表示，

“中国白酒行业大环境正在进行调整，对于富厚酒业而言，是

前所未有的机遇，富厚酒业一定坚持酿明明白白的酒，让娄底

人民喝明明白白的酒，并积极练好‘内功’，参与到全国一线品

牌竞争激烈的娄底市场，以自身的努力领跑娄底的白酒产业，

并在全国白酒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今天，我们已经处在无处不在的

网络连接中，也处于各种各样信息的

包围中，但，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基

本上还是平行的，或者说耦合得还不

够紧密。信息时代，对任何传统企业

和传统产业，“Internet+”都会成为创
新焦点，或者说传统企业和传统产业

要借助 Internet来实现重构，驱动数
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深度融合，呈现

出新的发展趋势。

因此，企业的思维模式、商业模

式、营销模式、研发模式、运营模式、

服务模式等，都必须以互联网的时

代特征为出发点进行重构，不是仅

仅把互联网作为工具叠加在传统模

式之上，其中，思维模式的重构是第

一位的，因为思维模式是行动的指

南。

从价值传递环节向价值创造环

节渗透，互联网将深度改造传统产

业。商业过程纷繁复杂，概括起来包

括价值创造和价值传递两大环节。在

价值传递环节，主要是我们常说的信

息流、资金流和物流，而电子商务的

蓬勃发展，则打通了物流、信息流和

资金流。互联网已经全面渗透并改造

了价值传递环节，实现了数字世界和

物理世界的融合，减少甚至消灭了中

间环节，重构了商业链条。

当前，互联网开始向价值创造环

节进行渗透，特别是向产品研发和制

造等领域渗透。而且这种渗透是全方

位的，包括技术的渗透，如特斯拉用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重新定义汽车；也

包括研发模式的改变，如用户参与的

研发、众包模式的研发等等。制造领

域也在发生同样的事情，继蒸汽机、

电力、IT技术之后，互联网技术和先
进制造技术结合，互联网正在引领工

业 4.0的发展，实现大规模制造的高
效率和手工作坊个性化的融合，这将

是又一次工业革命。互联网和 ICT技
术向价值创造领域的渗透，就是数字

世界和物理世界的深度融合。信息技

术改造传统产业才刚刚开始。

信息和数据经营成为核心竞争

力，互联网将形成更高层次的信息垄

断和不对称。互联网使得信息的传播

和获取非常便捷，打破了传统企业垄

断知识和信息的局面，靠垄断信息获

得高价值的企业和产业，将难以为

继。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

一面是又在更高层次上形成了新的

垄断和不对称，互联网巨头通过汇集

海量的用户信息和交易信息，借助大

数据分析等技术，充分发掘用户的行

为信息，形成了新的信息垄断，对其

他的企业和服务商形成新的不对称，

从而形成了新的、更高层次的垄断。

信息社会，信息成为比基础设施更为

重要的基础设施，信息和数据的经营

已经并将继续成为更加强大的核心

竞争力。

权力向用户转移，用户的全流程

参与，汇集用户的智慧构建新的制高

点。互联网打破信息不对称，使得信

息更加透明化，用户获得更大的话语

权。在新的形势下，要求企业在更高

层面上来实现“以客户为中心”，不是

简单地听取客户需求、解决客户的问

题，更重要的是让客户参与到商业链

条的每一个环节，从需求收集、产品

构思到产品设计、研发、测试、生产、

营销和服务等，汇集用户的智慧，企

业才能和用户共同赢得未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互联网思维

的核心就是用户思维，产品设计、极

致用户体验和口碑传播等，都离不开

用户的参与。但用户参与并不是简单

的建设社区和论坛，而需要整个企业

的管理模式、研发模式、技术架构等

都适应这种新的模式。

借助 ICT技术实现颠覆性创新，
重新定义市场，ICT 成为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在信息时代，企业 ICT系统已
经不仅仅是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的

支撑系统，更是面向客户的业务系

统、生产系统，从“管理数字化、IT 资
产化”向“产品数字化、数据资产化”

的方向发展。借助 ICT系统实现颠覆
性创新，从而重新定义市场，ICT 正
在成为企业业务发展的引擎和核心

竞争力。这样的例子很多，大到汽车

制造，小到路边快餐店，都可以借助

ICT技术和互联网重新定义市场。未
来的企业，无论从事的什么行业，也

无论企业的规模大小，首先是一个

“高科技企业”，不能充分利用信息技

术实现业务升华和改造的企业，在信

息时代是没有生存空间的，如同今天

用马车和高铁来竞争一样。

数字社会将迎来新一波发展浪

潮，这个浪潮的标志是互联网从商业

的价值传递环节向价值创造环节渗

透，数字社会和物理社会走向更加深

入的融合，“Internet +”成为传统行业
创新的焦点，也是传统产业数字化重

构的起点。

用趋势赢未来 数字化重构新商业 湘酒又一新品问世

李享

———湖南富厚酒业投产暨与
国家酒检中心战略联盟签约

白酒业步步惊心
调整期还将延续数年
（上接第七版）

对于高端酒企纷纷推出控量保价策略，中投顾问食品行

业研究员梁铭宣表示，五粮液和贵州茅台之所以特别在乎产

品价格，主要是为了保卫自身高端白酒的身份，一旦降价销售

将会面临着高端品牌形象受损的不良影响。供求关系是商品

价格的重要影响因素，如今高端白酒的市场需求已经缩小，酒

企只能通过控制市场投入量的方式来维系供求平衡，进而实

现保价。由于前期高端白酒的市场投放量较大，并且贵州茅台

还放开经销商门槛，无疑是扩大了市场投入量，所以高端酒企

的保价策略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来实现。

记者了解到，茅台集团于 2013年 12月初已在内部发文
首次对一大型授权电商的促销行为开出罚单，此后有关媒体

证实，该电商为茅台两大授权电商之一的酒仙网。茅台集团有

关人士表示，“不管是电商还是渠道商，如果违反公司相关规

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我们都要处罚相关单位的。”而在近期

刚刚举行的五粮液经销商大会上，五粮液董事长刘中国针对

目前五粮液价格混乱的情况提出了限量保价的政策，对扰乱

市场价格的经销商，刘中国则表示，“会将其请出五粮液的销

售队伍。”

对此，一位行业观察人士表示，此举涉嫌价格操纵，在它

开具经销商罚单的同时，自身也有不小风险。“但茅台也有苦

处，线上线下价格紊乱、打架也是大问题，所以确实希望牢牢

控制把握住经销商。”他表示。也有多位人士表示，其实各行各

业都会对经销商零售价进行控制、建议和管理。

产能大跃进导致行业大洗牌短期难走出低谷

统计数据显示，国内白酒产量在 2012年已经达到 1150
万吨，营收达到 4000亿元，远超“十二五”规划中提到的 2016
年产能 900万吨，营收 3500亿元的行业规划。白酒产能过剩
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白酒“黄金十年”中，白酒的走俏掩盖

了诸多弊端，高毛利下，以茅台、五粮液为首的一线白酒企业

的净利润站在了百亿元俱乐部中，而洋河股份、泸州老窖、酒

鬼酒、沱牌舍得、老白干等酒企，也在高端酒的支撑下实现了

大跃进式的增长。

此外，据 wind数据统计显示，在过去 10年中，白酒行业
预收账款增速多数时间维持 50%以上的高增长率，但去年这
一情况出现显著变化。wind数据统计，去年前三季白酒行业
总体预收账款为 70.35 亿元，较年初相比下降 61.75%，与
2012年同期相比，亦下降 54.98%。国都证券投资顾问周铮指
出，从预收账款的持续下滑趋势来看，白酒行业的“寒冬”在持

续发酵中，白酒行业短期难以走出低谷。

事实上，中国白酒企业目前有几万家，但能称得上规模的

仅 2000家左右，白酒产能过剩是不争的事实。中国酒类流通
协会副会长、秘书长刘员表示，前几年由于行业的泡沫，不少

酒企，包括当地的地方政府，都对酒厂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不

惜大量地扩大产能。目前，白酒产能远远超过了市场的需求，

这种产能释放到市场以后，必然会对市场造成更大的压力，白

酒行业低谷不会马上就能过去的，可能还需要经过三年、五年

的调整期。2013年，整个白酒行业被迫洗牌。一线酒企高端产
品价格回落、服务下沉，给二线、三线酒企的产品销售及生存

带来压力。整个白酒行业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高端白酒市场也

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推出定制酒、低价位酒、加强市场

营销建设等成为酒企去年做得最多的事。大浪淘沙、适者生存

的游戏规则正在白酒行业上演。

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半个多世纪以来，精彩纷呈的 ICT技术，

汇聚成了波澜壮阔的互联网，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带入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今天，

人类社会已经步入网络时代和信息时代，但，这仅仅是一个起点，我们正在迎来信息社会的下一波浪潮。

面对不可阻挡的信息社会，顺应

行业的大势，以互联网思维，借助先

进的 ICT 技术，以“Internet + 传统产
业”进行数字化重构，用未来的趋势

建立现在和未来的竞争优势，成为适

应信息时代的必然选择。而且，这种

重构是全面的、深刻的变革，并不是

简单地把互联网作为工具使用。

思维重构：以互联网时代的全连

接、零距离等为出发点，建立新的商

业思维。当互联网随处可得时，互联

网化就成为了最根本的商业思维。因

此，互联网必须是一种内生的商业思

维，以互联网的全连接和零距离的基

本特征为起点，重构商业模式、营销

模式、服务模式等外在形态，并以此

驱动管理模式、研发模式、运作模式

等内在形态的重构，从而重构整个企

业的观念、组织和流程。

业务重构：没有云服务就没有未

来，云服务是企业在信息时代的基本

经营模式；借助云计算商业模式的变

革，抓住 ICT走向云服务的战略机遇，
再造一个电信业。

云服务首先是一种商业模式和

商业思维，不同企业的业务范围不

同，云服务的表现形式也不同，有的

提供产品销售，有的提供售后服务，

有的提供在线的信息服务，有的提

供在线游戏，有的提供电子商务和

网络银行……但是，云服务的根本

是超越产品经营本身，在更高层面

上经营用户以及用户的数据，这是

云服务的本质。没有云服务，就失去

了经营用户的基础，无论是什么企

业、生产什么产品，云服务都是未来

的基础，耐克的例子已经充分说明

了这一点。

运营重构：互联网化运营，实现

All Online，On-Demand的自动化和智
能化，从内部管控模式转变成外部用

户服务的模式。

互联网的全连接和零距离，打破

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打破了信息不

对称，使权力向用户转移，这是不可逆

转的趋势。企业的运营必须要适应时

代的要求，实现互联网化的运营。首先

是给用户以自由，让用户基于 On-De原
mand的方式获得服务，自由是用户最
高也是最基本的需求；其次，支撑用户

On-Demand的基础是企业走向 Online
模式，但是，Online不仅仅只是客户界
面的 Online，更重要的是以面向客户
的 Online 牵引企业内部运作的所有
环节走向 All Online 以及建立在 All
Online基础上的智能化和自动化。

因此，面向互联网时代的运营重

构，并不是简单地提供一个在线客服

和在线销售，而是面向用户 On-De原
mand 需求的整个流程再造，其根本的
变革是从内部管控的流程模式转变

成外部用户服务的流程模式。

ICT基础设施重构：建立以数据
中心为中心的 ICT基础架构，适应信
息时代的发展要求，发掘“数字石油”

的价值。

无论是电信运营商还是其他企

业，ICT 基础设施都是支撑业务转型
和数字化重构的基础。在信息时代，信

息和数据的经营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

之一。数据分析能力成为关键，为企业

带来新的智能和智慧。基于大数据分

析，企业可以做到深入的洞察客户、精

确的产品研发、精准的市场营销、精确

的企业管理、科学的管理决策、节能环

保等等。企业数据成为新时期的石油，

即数字石油，而数据挖掘和数据治理

能力则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的所有商业活动都将数字

化，而信息的存储、处理和交换，业务

的处理和商业的交易等都是发生在

数据中心内，因此，数据中心成为 ICT
基础设施的核心，成为“数字时代的

电话交换机”。构建以数据中心为中

心的网络架构和 ICT基础架构，是信
息时代的基本要求。

技术重构：软件定义和 Scale Out
计算模式，重新定义 IT 和网络的架
构，引领下一波技术变革的潮流。

风光无限的商业创新的背后是

技术创新的默默奉献，商业和技术的

双轮驱动成就了互联网。图灵奖获得

者 Jim Gray提出新摩尔定理：网络环
境下每 18 个月产生的数据量等于有
史以来数据量之和。面对海量的信息

和流量，并且流量的突发性和不可预

测性越来越强，更为敏捷和可扩展性

是 ICT基础的基本需求。传统以硬件
为主导的产品架构、基于预先规划的

建设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未来业务发

展的要求，需要新的技术理念来支撑

新的业务模式。

软件定义和 Scale Out 计算模式
成为主要的趋势，在硬件可编程的基

础上，通过软件实现更加灵活的产品

架构。软件定义不仅仅表现在 IT 领
域，如软件定义存储、软件定义数据

中心等等，也进一步扩展到网络领

域，如软件定义网络、网络功能虚拟

化等等。Scale Out计算模式更是渗透
到每一个领域，克服 Scale up模式的
材料和工艺的制约，成为构建超大容

量和超低成本系统的基础。从最底层

的众核的芯片设计到分布式存储、并

行计算、全分布式的网络架构，都是

在 Scale Out设计理念指导下的实践。
软件定义和 Scale Out 计算模式将重
新定义 IT和网络的架构，引领新的技
术变革的潮流。

信息社会不可阻挡。顺应行业大

势，以互联网思维、借助先进 ICT技术
和解决方案，实现数字化重构，用趋

势建立优势，是每一个企业和行业赢

得未来的必然选择。未来不仅属于建

立在虚拟原则上的网络公司，更属于

深深植根于现实世界的产业。华为聚

焦以 ICT 基础设施为核心的管道战
略，制定融汇最新理念和技术的

SoftCOM 网络架构发展战略，开放合
作，与业界共同努力，支撑传统产业

完成数字化重构，推动信息社会上升

到新高度。

“Internet+”驱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融合，
引领下一波信息化浪潮

Internet +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重构，用未来的
趋势建立现在和未来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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