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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宜宾五粮液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抢抓发展机遇，落实高质

量发展要求，奋力推进“二次创业”，坚持“坚守初心、求

真务实、创新求进、永争第一”的企业精神，按照高质量发

展要求，主动应对市场竞争新形势，坚定不移推动营销转型

升级，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公司经营质量不断提升，超

额完成 2018 年经营目标任务：实现销售收入 400.30 亿元，

同比增长 32.61%；实现利润总额 186.07 亿元，同比增长

38.9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84 亿元，

同比增长 38.36%。 

一、董事会履职情况 

（一）依法召集召开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 

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召集召开股东

大会、董事会会议。2018年，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2次，审议

议案 13项；召开董事会会议 18次，审议议案 41项。 

（二）积极分红回报股东和投资者 

公司于2018年7月6日完成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实

施工作，分派现金50.46亿元，现金分红额占当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52.16%，逐年提升对股东和投资者的分

红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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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8年上市至今，公司累计实施 7次送红股、16次

现金分红，累计现金分红 244.44亿元（近五年现金分红 164

亿元），是上市以来募集资金总额的 6.41倍。 

（三）圆满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暨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暨员工持股计划从 2015 年 7月启

动，于 2018年 4月 20 日实施完成并上市。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份数量为 8,564万股，将员工、经销商和公司的长远发展

深度绑定，充分调动员工和经销商的积极性，为公司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成功实施，公司成为新一轮国企改

革以来四川省内唯一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国有控股上市公

司，也是全国高端白酒上市公司第一家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

企业，在白酒上市公司和四川省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混合所有

制改革方面均具有标志性和示范性作用。 

（四）依法规范办理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依法合规地办理信息披露报告 72

份，及时披露公司的重大事项、生产经营等信息，让投资者

了解公司情况，为其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五）持续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1.搭建与投资者沟通交流的平台。 

2018年，公司通过接待来自国内外基金公司、证券公司、

QFII（合格境外投资者）、个人股东实地调研，参加证券公

司举办的投资策略会、接听来电等方式积极与投资者进行沟

通交流。其中，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共计 47 次，共计 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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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电交流共计 3,000 余次；同时，公司在深交所互动易

平台回复投资者网络提问 125条。 

2.参加证券公司投资策略会 18次。 

2018 年，公司参加证券公司投资策略会共计 18 次，在

策略会上，公司积极与投资者沟通交流，向资本市场传递公

司信息，让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情况，增强其投资信心。 

3.组织召开 5次大型投资者沟通交流会。 

2018年，公司加大了与投资者沟通交流的力度，先后在

北京、上海、成都和宜宾组织召开 5次大型投资者沟通交流

会，资本市场反响良好。 

（六）董事会规范运作受到广泛认可 

报告期内，公司一如既往规范运作，依法合规地进行信

息披露，强化投资者关系管理，获得监管部门及广大投资者

的一致认可。公司连续四年荣获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考

核最高等级 A级，并获得中国上市公司协会“2017 年最受投

资者尊重的上市公司”、中国证券报“最具投资价值奖”、第

十八届中国上市公司百强高峰论坛“中国百强企业奖”、证

券日报“最佳董事会”、每日经济新闻“中国酒业最受尊敬

上市公司奖”“最具社会责任上市公司奖”、《董事会》杂志

社“金圆桌奖”之“最佳董事会”等多项殊荣。 

二、2018年生产经营工作 

（一）生产方面 

原料基地建设方面，公司酿酒专用粮秉承“本地化、

基地化、有机化”的理念，根据五粮液传统酿造工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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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南酒粮品种特性要求，确定了以宜宾为核心、四川为主

体、兼顾国内部分粮食品种优质产区，按照“核心示范”

“订单农业”和“战略合作”三种模式，计划三年升级建

设百万亩酿酒专用粮基地，助力公司酿酒生产。 

生产能力硬件投入方面，公司继续深入推进生产厂房

等建筑物风貌整治，持续推进环保技改项目及“三废”综

合治理，进一步升级公司生产经营和酿酒工业园区生态环

境；加快实施勾储酒库技改工程项目、成品酒包装及智能

仓储配送一体化项目、10 万吨酿酒生产技改项目一期工程、

30 万吨陶坛陈酿酒库项目等硬件实施，为公司的持续健康

发展夯实基础。 

质量工艺方面，公司进一步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坚持“1368 传统工艺”，坚守全面质量管理，用心酿好每

一瓶酒。长期以来，公司以远高于国家技术标准和行业技

术标准，执行每一次质量检测与抽样检定，确保每一批出

厂产品满足任何出口国家和地区标准。公司成为 2018 年白

酒行业唯一获得全国质量标杆企业。2018 年 4 月，中国西

南唯一国家级酒类检测公共平台——国家白酒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四川）落户五粮液工业园区，为公司白酒科

研和创新提供有力技术支持。 

安全环保方面，公司建立了“责任全覆盖、管理全方位、

监管全过程”的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全面执行安全风险责任金

和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奖惩机制。2018年，全年无重伤及以

上生产安全事故，无重大经济损失和职业病零发生，连续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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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无火灾事故。公司高度重视节能环保，制定并贯彻实施《宜

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2017-2021 年）环境保护和生

态建设规划》。公司实现“三废”100%达标排放，全年轻微及

以上环境污染事故为零。 

（二）经营方面 

1.着力丰富品牌内涵，优化品牌形象。 

围绕“大国浓香、中国酒王”的品牌定位，多措并举

丰富品牌内涵，多方位提升品牌形象。一是围绕主题活动

下功夫。全年组织 3,800 余名终端网络商家、1,600 余名

消费者意见领袖开展了俄罗斯世界杯之旅；开展 50 余场大

型企业走访，与更多的高端消费圈群建立联系，形成了良

好的互动；先后成功开展了元旦春节、中秋国庆系列主题

活动、五粮液低度系列主题婚宴促销等活动。二是紧抓国

际盛事做文章。紧紧抓住“一带一路”时代契机，积极参

展 2018 波兰（波兹南）国际食品展、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亮相巴黎“天涯共此时”中

秋文化活动、2018 中俄金融合作圆桌会议、博鳌亚洲论坛

首尔会议、2018 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感知中国·中北

美洲国家四川周”、捷克中国投资论坛等十余场国际交流

盛事。三是结合高端场景强实效。公司鼎力支持北京卫视

《上新了·故宫》栏目，将五粮液独有的酒业活文物与故

宫稀缺的皇家活历史有机结合、积极推进与国内大型机场

的五粮液贵宾通道建设项目、冠名沪蓉高铁动车组、继续

冠名四川航空“五粮液”号 A330 客机等。 

2.着力梳理产品结构，优化产品体系。 

公司按照五粮液品牌“1+3”和系列酒品牌“4+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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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策略，加减法并用，梳理产品结构，打造具有时代特点、

具有清晰定位的品牌矩阵。 

五粮液品牌方面，公司对普五精益求精的包装升级按计

划推进；充分发挥五粮液数量最多、历史最悠久、连续生产

时间最长的明代古窖池群优势，开发了高端窖池系列产品；

重塑高端白酒价值体系，创新推出了改革开放 40 周年纪念

酒、新时代国运昌纪念酒、“501 五粮液”“五粮液•相约 2035”

收藏酒等新品，受到广大经销商和消费者的喜爱收藏。系

列酒品牌方面，向优势品牌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突出打

造全国性的战略大单品和场景化细分市场的领导品牌。 

3.着力夯实渠道布局，优化营销体系。 

在夯实渠道布局上，万店工程第一阶段的终端筛选、

建档工作已基本完成，目前全国完成线上注册的核心优质

终端达 14,127 家，活跃终端数量 9,007 家，新建成五粮液

品鉴基地 665 家；公司专卖店数量已发展 1,295 家，同步

开展了店长综合能力素质培训，初步完成专卖店产品体系

规划，供应链平台正加速组建，专卖店将迎来升级发展的

新机遇。 

（三）基础管理方面   

数字化转型方面，确立“消费者驱动、平台化运营、数

字化支撑”的总体指导思想，明确了“1365”数字化转型战

略，完成五粮液整体数字化转型蓝图规划；在管理流程咨询

基础上，开展营销前、中、后台数字化系统建设；启动五粮

液产品全生命周期溯源项目；中国酒业大数据中心挂牌成立，

开展中国酒业生态、营销和生产三个方面大数据建设。 

内控管理方面，公司进一步强化内控相关管理，优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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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流程，以深入开展“三大活动”为契机，提高了市场部、

销售服务部、包材部等市场服务单位，以及财务部等保障部

门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效率。 

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公司加快推进“千百十”人才工程，

发挥高层次人才引领作用。公司以人才优势打造发展新引擎，

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合理、作用突出的高素

质人才队伍。公司通过内部公开竞聘 17 个中层副职管理职

位，促进干部队伍高学历、年轻化；主动走进中国人民大学、

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重点高校，举办校园招聘会 10

余场，招贤纳士，吸引更多人才加入五粮液团队。 

    三、2019年主要工作规划 

根据“十三五”规划，集团公司将在 2019 年实现销

售收入千亿目标，而公司贡献率要超过一半以上。公司将

坚定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向，坚定“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凝聚厂商等一切力量，不断强化优化产品力、品牌力、渠

道力、内控力、执行力，全方位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一）持续强化品牌建设，着力实现品牌价值回归 

产品体系方面，公司将继续强化五粮液“1+3”产品体

系建设，一是稳步扎实推进普五升级版的上市工作，为消费

者提供更精致的包装、更领先的防伪技术和更好的消费体验；

二是进一步完善高端明代窖池五粮液的设计和整体营销方

案，提升五粮液的高端市场地位。系列酒“4+4”品牌矩阵

建设方面，将全面地、实质性地实现品牌清理，清除透支五

粮液品牌的系列产品；重点打造“五粮春、五粮醇、五粮特

头曲、绵柔尖庄”四个全国性战略大单品和“五粮人家、百



 8 / 9 

家宴、友酒、火爆”四个区域性重点产品。 

品牌营销方面，公司强化以数字化建设为中心的现代营

销体系，持续高质量开展百城千县万店终端工程第二阶段工

作；统筹协调、精心组织好“控盘分利”营销模式的运作；

进一步加强“营销铁军”的建设，加快补上渠道建设和组织

建设的短板。 

品牌传播方面，公司升级品牌传播方式，通过强化与国

际、国内顶级咨询策划公司的合作，进一步诠释好五粮液“天

地精华、民族精神、世界精彩”的独特品牌文化内涵，重塑

品牌核心价值。同时，加强与故宫博物院的合作，全面启动

“明代古窖池群”的文化体系建设；加强与国内主流媒体及

新媒体合作，围绕重大事件、重大活动，策划实施年度品牌

文化活动和年度品牌公益活动，大力提升和重构消费者对五

粮液品牌的认知。 

（二）全面深化企业改革，着力提升公司改革成效 

2019年，公司将全面深化企业改革，坚定不移地深化三

项制度改革，真正形成“员工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收

入能增能减”的机制与文化；加快推进公司组织机构改革和

薪酬改革机制，进一步加大对人才的吸引力，夯实公司发展

后劲。 

（三）加大开放合作力度，着力优化效益增长方式 

2019年，公司将加大对外开放合作力度，按“四向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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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深度融入长江经济带，着力打造华东、华中等白酒

主力市场，拓展东向大市场；重点突破珠三角、北部湾经济

区、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市场，大力开发南向新市场。以资

本为纽带，走内涵式增长与外延式扩张相结合之路，着力优

化效益增长方式。 

（四）坚持企业核心价值理念，着力提升员工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2019年，公司将持续坚持“为员工创造幸福”的核心价

值理念，着力提升员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按照省市相关文

件精神，公司建立健全员工收入与公司发展同步提升的薪酬

机制；同时，强化职业健康体检管理，加大职业健康经费投

入，持续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确保员工的身体健康。  

2019年是五粮液集团跨越千亿、加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之年。公司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创新，激发潜力、拓展优

势、增添动力、注入活力，确保实现营业总收入 500 亿元，

以持续增长的生产经营业绩回报股东和广大投资者。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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