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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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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

系活动类

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参与单位

名称及人

员姓名

共计91名机构投资者，名单请见附件

时间 2018年 11月 7日

地点 洋河南京营运中心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

姓名

丛学年、陆红珍、孙大力

投资者关

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

绍

1、问：为什么单三季度税金和附加高？

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消费税税基是每年核定一次，核价周期是每年的 5月 1

日到次年的4月30日，核价文件是滞后的。主导产品价格有提升，税基发生变化

三季度补了5、6两个月的消费税差额部分所致，后面不存在这样问题。

2、问：明年主导产品海、天、梦是如何规划的，如何实现？

答：明年的目标还是稳健、不着急。梦的增速还有很大空间，海、天产品依然会呈

正增长趋势。还是主推梦系列，新产品洋河小海势能很不错。省外市场，我们仍然

坚持巩固和扩大新江苏市场。公司还将在组织架构、考核方案等方面进行调整，保

障计划得到执行。

3、问：公司期望的外部环境是怎样的？收入和利润，哪个目标实现更容易一

些？

答：期望宏观环境越来越好，能够对消费有很大的拉动作用。从容易程度看，我

们认为利润目标会相对容易一些。

4、问：今年的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是如何规划的？

答：Q4主要围绕 2018年的目标和工作规划的实现开展工作，同时集中精力思考

谋划明年的工作。对于明年一季度，我们期望仍然保持增长的态势。

5、问：梦之蓝品牌未来两三年如何规划？

答：抓住消费升级机遇，省外主推梦6，省内主推梦9和手工班。梦系列产品的成

长还在路上。梦系列增长的空间还很大。

6、问：如果明年海天产品不提价，是不是会比较快的增长？

答：我们会继续配置资源，有信心推动海天的增长。



7、问：公司如何定位天之蓝产品？

答：天之蓝定位在300元的价格带，总量没有海之蓝和梦之蓝大，但绝对数也不

小，希望能和海之蓝一样，成为所在价格带的大单品。

8、问：省外市场的销售队伍是否会本地化？

答：公司始终坚持“鼓励想干事的，提拔能干事的，重用干成事的”的用人理念

不会刻意的关注本土化的问题。

9、如果其他高端产品价格下移，梦之蓝 6 和 9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

答：从目前形势看，高端产品价格下移的概率不大，历史上高端产品的价格更高，

我们判断梦6、梦9的价格还有上涨的空间。

10、问：如果明年经济环境担忧比较重，公司怎么在这样背景下胜出？

答：公司通过多年的发展，在品牌、产品、技术、管理、营销网络、团队建设、产能等

各方面累积了一定的优势，有信心面对未来的市场竞争和宏观大环境的变化。

附件清单

（如有）

2018年 11月 7日实地调研投资者名单

日期 2018年 11月 7日

11月 7日洋河股份调研报名表

序号 单位 姓名

1 HSBC（香港汇丰银行） Kevin

2 JK capital 周扬

3 oxbow capital sylvia wu

4 RPower Capital 朱虹旭



5 安信基金 陈嵩昆

6 安信证券 符蓉

7 彬元资产 邓安迪

8 财通资管 林伟

9 德邦基金 揭诗琪

10 德意志银行 袁志成（香港）

11 东方证券 叶书怀

12 东海基金 黄佳斌

13 东吴证券 杨默曦

14 富国基金 程溢

15 富国基金 闫伟

16 广发基金 陈樱子

17 广发证券 王文丹

18 国海富兰克林 赵钦

19 国联安基金 王剑

20 国泰基金 李恒

21 国信证券 孙山山

22 国信证券资管 余方升

23 海富通基金 陈斌

24 鸿道投资 刘帅

25 华创证券 方振

26 华创证券 张燕

27 华能贵诚信托 张秦铭

28 华泰证券 王楠

29 华泰证券 彭金波

30 华泰自营 刘鑫

31 华泰自营 李艳光

32 博时基金 王晓冬

33 金元顺安基金 宋洋

34 景林资产 高云程

35 民生加银基金 金耀

36 民生加银基金 柳世庆

37 摩根斯坦利 楼超

38 盘京资本 陈静

39 瑞银证券 陈阳

40 善渊投资  孙一如



41 上海尚雅投资 方美玲

42 上海汐泰投资 程浩然

43 上投摩根基金 征茂平

44 申万研究所 吕昌

45 申万研究所 周缘

46 拾贝投资 王鑫

47 太平洋证券 蔡雪昱

48 太平洋证券 孟斯硕

49 天风证券 刘宸倩

50 彤天基金 王公越

51 同犇投资 刘慧萍

52 万家基金 王琴

53 西南证券 李光歌

54 信诚基金 管嘉琪

55 星石投资 高超

56 兴全基金 童兰

57 易同投资 赵迪

58 银河联昌证券（香港） 孙菲菲

59 银华基金 张萍

60 于翼资产 赖燊生

61 源乐晟投资 戴佳娴

62 长江证券 董思远

63 长金投资 缪新凌

64 招商基金 付斌

65 招商证券 杨勇胜

66 招商证券 李泽明

67 知著投资 王一诺

68 中泰证券 龚小乐

69 中泰证券 房昭强

70 中信建投基金 孙文

71 中信建投证券 杨斌

72 中信证券 薛缘

73 中信资管 史册

74 中银国际证券 邓天娇

75 鹏扬基金 罗成

76 青骊投资 孟博

77 光大自营 苏晓珺

78 恒安标准人寿 汪涵

79 至璞投资 王蕾

80 东方证券 刘明宇



81 东方证券 杨肇宇

82 耀泉投资 陈金梅

83 永安国富 王超

84 佳善投资 孙铭钊

85 敦和资管 丁宁

86 雪石资产 周稳

87 雪石资产 张琰

88 华泰证券 高梁宇

89 广州金控资管 张仕杰

90 长信基金 刘禹

91 混沌投资 张扬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