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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5 月 12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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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市场投资者 

时间 2021年 5月 12日 

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

姓名 

周洪江董事长、姜建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财务部经理郭翠梅女士。 

投资者关

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

绍 

 

问题 1：投资者都是公司的忠实粉丝，请问公司是否可以每年邀请一

部分持股市值比较大的投资者去公司现场调研？ 

回复：投资者您好！每年有很多投资者来调研，也欢迎您来公司调研。 

问题 2：周总您好：过去 5-6年中，面对国外酒的攻势，张裕团队在

产地产品布局等方面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为张裕赋予新的品牌内涵，这

些着眼未来的工作不应因股价低迷而被忽视。1、到目前阶段，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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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葡萄酒的发展氛围，在逐渐转暖吗，过去大量的积累什么时候迎来收

获？2、作为小股东，我不时购买并推荐张裕，在更好地触达消费者这方

面，您认为张裕在思路上的最大转变是什么？3集团层面新的股权激励进

展如何？谢谢。 

回复：投资者您好！我们认为，随着国人收入的增加及思想的解放，

国产葡萄酒的发展趋势会越来越好。公司积极开拓营销渠道，加强线上销

售，更亲密地拥抱消费者。此外，集团公司去年已在骨干层面实施并完成

了股权激励。 

问题 3：您好，请问公司海外葡萄园是否受到疫情影响，能否正常开

展经营？进口国内是否顺畅？ 

回复：投资者您好，公司海外业务受疫情影响很小，能正常开展经营。

除澳大利亚歌浓酒庄进口不畅外，其他进口很顺畅。 

问题 4：您好。今年海外持续受到疫情影响，请问对公司海外业务影

响大不大？此外，2020年出口海外第一大国家是哪个，占比大概多少？ 

回复：投资者您好！海外疫情对公司海外业务影响不大。2020年出

口海外第一大国家是英国。 

问题 5：请问，公司今年的分红方案什么时候能够实施？还等着用分

红的钱加仓！ 

回复：投资您好！今年分红预计在 7月份实施。 

问题 6：建议扩大营销渠道、提升品牌地位 

回复：投资者您好！谢谢关注和建议。 

问题 7：公司有没有考虑过如何充分利用好新厂这么大的产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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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考虑过利用这些富裕的产能，推出一款性价比超高的时尚单品，策

略地去占领市场，增加张裕公司的影响力，从而带动其它高端产品的销售

呢？ 

回复：投资者您好！谢谢您的建议，如您有进一步的具体想法，欢迎

提出。 

问题 8：周董好！公司的旅游资源非常好，个人认为酒庄有可以给游

客带来很好的体验，对公司的品牌建设也很有利。但公司的旅游资源没有

充分利用起来，形象也不是很好！以在北京的张裕爱斐堡为例，这个酒庄

建的很漂亮，但宣传和管理不到位，在北京存在感不强。同时，因为酒庄

建的比较早，设施维护不到位，给人的感觉不是很好。其实，对北京而言，

像张裕爱斐堡这样有特色的的旅游地是很受欢迎的，建议公司加大对旅游

品牌的建设！ 

回复：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建议。公司非常重视旅游业务的发展，

会进一步完善相关设施，加强旅游现场及品牌管理，以更好地为公司发展

赋能。 

问题 9：公司上了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以后，科技赋能在运营的效

果上有什么体现？另外针对后期的市场推广方面有什么效果？ 

回复：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运用区块链的时间较短，效果还未有明

显体现，随着区块链技术应用的深入，我们相信会对市场推广产生更好的

效果。 

问题 10：建议公司加强于中小投资者关系建设，我们发现投资者是

不仅是公司产品的忠实消费者，而且是最广泛的有力的营销人员。加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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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关系，可以极大地促进公司发展。 

回复：投资者您好！感谢您提出的建议，公司会探讨以多种形式持续

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 

问题 11：请问董事长，公司完不成年度销售目标，销售总经理需要

问责吗？董事长自己呢？ 

回复：投资者您好！公司董事会对包括董事长在内的高级管理人员都

制定有严格的经济考核责任制办法，公司也严格落实责任制考核。 

问题 12：高瓴资本拿了张裕 B股 10年以上，有没有经常到张裕调研

了解张裕业务和未来布局。 

回复：投资者您好！高瓴资本作为公司的老股东之一，通过不同渠道

及方式对公司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问题 13：张裕葡萄酒很少看到有礼盒包装？为什么不多弄些礼盒包

装设计，以便消费者送亲友！ 

回复：投资者您好！公司有礼盒包装产品，主要在山东、河北和上海

等市场销售，公司会根据市场需求开发更多的礼盒产品。 

问题 14：公司是否有专业销售团队？全国是否建立了延伸到县一级

的销售网络？张裕的销售上不去，业绩怎么提升。 

回复：投资真您好！公司有完备的专业销售团队，销售网络能覆盖到

县一级市场。 

问题 15：集团持有公司 51%的股份，公司有 AB 股，那么将来集团有

没有整体上市的可能？ 

回复：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没有整体上市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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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6：领导您好，请问公司对于小瓶装葡萄酒产品的期待是什么？

未来其与大瓶装的销售份额比例将达到多少？ 

回复：投资者您好！公司会根据市场消费者需求生产不同规格的产品。 

问题 17：集团现在的市值比较偏低，将来要扩大规模，走世界经营

战略模式，那么有没有增资扩股？或者是曾发的这种需要呢？ 

回复：投资者您好！目前没有相关计划。 

问题 18：全球原材料上涨对公司有没有影响，是否考虑过涨价 

回复：投资者您好！公司将关注原料上涨，并根据其对成本、利润的

影响，以及竞品动态和市场需求，制定应对策略，但公司目前没有涨价计

划。 

问题 19：麻烦董事长回复，不回复希望后面在公司层面好好策划下，

谢谢！葡萄酒很有发展潜力，就是公司没有做到很好的宣传，老旧的经销

商营销根本不适合这个时代 

回复：投资者您好！谢谢关注和建议。 

问题 20：张裕的酒应该很不错，国际上经常拿奖，而且品种丰富，

但作为消费者，能够找到一款合适自己的张裕酒，而且很容易买到，真的

不是很容易。酒是好酒，但要老百姓说好才是真好，公司在产品聚焦上，

销售渠道上有没有新的措施？ 

回复：投资者您好！公司一直坚持并贯彻实施“聚焦中高端、聚焦高

品质、聚焦大单品”的“三聚焦”战略，在加强传统经销商渠道的同时，

加快数字化转型，通过与线上大商的合作，进一步提高线上销售。 

问题 21：很少看到张裕的广告，看到过就在中央台一个老头子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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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太老没有新鲜感，葡萄酒面向年轻人，更应该推出年轻富有朝气的宣传，

能不能拿出一句响亮的广告语，就像脑白金那种响彻中国大地的送礼就送

脑白金等等广告语。 

回复：投资者您好！谢谢建议和关注。 

问题 22：请问姜总 4个问题：第 1.张裕有没有可能单独设计一款酒

席（比如婚庆）上的葡萄酒，第 2.公司品牌宣传上在央视频道有哪些？

之后的近几年是否有在该平台上加大宣传力度的投入。第 3.国外因天气，

疫情等环境影响葡萄的产量，贵公司今年葡萄酒产量是否有大幅提升的计

划，第 4.今年国内，外的订单量与往年同期（2019，2020）有没有较大

的变化。谢谢。 

回复：投资者您好！公司在很多市场有区域性的酒席用酒；公司在中

央电视台二套有广告投放；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问题 23：在大型超市葡萄酒的位置总是占有着一小部门，根本不能

勾起消费者的购买兴趣，建议在超市商场大量铺货，价格适当的调整下。 

回复：投资者您好！谢谢关注和建议。 

问题 24：周董 14五规划 100亿是否要调整？谢谢 

回复：投资者您好，公司具体经营目标，请以正式公告为准。 

问题 25：周董好！非常认可公司的经营理念，也非常喜欢公司的葡

萄酒和白兰地，但是作为投资者，对公司的商标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很不

理解！请问周董这个问题主要障碍在哪里？山东证监局已经督办这件事快

十年了都一直没结果。如果大股东不愿意转让商标，强烈建议上市公司把

商标购买过来！否则很容易引起像王老吉和加多宝那样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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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26：投资者您好！有关张裕商标问题，已在其他投资者问题中

进行了回复，请关注。 

问题 27：请教一下领导我们今年的产品规划是怎么样的？ 

回复：投资者您好！关于产品情况，公司年报“经营活动分析”中有

比较详细的说明，敬请阅读参考。 

问题 28：您好，董事长，我是一名消费者，我偶尔想喝与张裕有关

的葡萄酒，白兰地等酒类，可是除了大型超市外，各种小卖部，小超市却

少有卖，想喝也买不到，是否销售运营做的不够全面。 

回复：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的销售运营还存在不太完善的地方，除

传统经销商渠道外，公司目前正在拓展和加强其他新兴渠道，进一步满足

消费者的购买需求。 

问题 29：希望张裕把抓一下商超的销量，多做品牌宣传。我是一个

家庭主妇，40岁左右，平时朋友、同学、亲戚聚会时，一般都会喝点酒，

这岁数，觉得红酒比较适合，但去超市买红酒时，感觉张裕算不上显眼。

所以会在各种红酒中挑挑选选。 

回复：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建议，公司会加强产品在超市渠道的陈

列及促销活动。同时，如果方便的话，您也可以从其他渠道购买产品，例

如公司酒先锋网、京东或天猫旗舰店等。 

问题 30：据说公司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葡萄园，那请问公司产量排名

世界多少？ 

回复：投资者您好！公司确实拥有比较多的葡萄园；我们没有全球葡

萄酒生产公司产量的具体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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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1：中欧贸易发生摩擦，对公司海外业务有没有影响；如果中

欧贸易摩擦加剧，对公司整体业务是利好还是利空？ 

回复：投资者您好！由于公司对欧洲出口额不大，中欧贸易摩擦，对

公司影响很小。 

问题 32：公司目前以葡萄洒主业：也是公司的支柱产业之一：公司

在销售宣传工作上应该在中国各大城市进行营销活动：在央视上投入广告

宣传：也是让中国中老年人适应红酒文化。 

回复：投资者您好！谢谢您的建议。 

问题 33：请问在外部环境进口减少的情况下，今年业绩预期是否能

恢复增长，谢谢 

回复：投资者您好！尽管国家对澳大利亚采取双反措施，但是进口酒

总量是否会减少并不确定。公司已经在年报中披露了 2021年的经营目标，

无论市场环境如何变化，我们会努力做好自己的经营工作，力争最大的市

场份额。 

问题 34：董事长，您好！张裕的股价被低估，这会影响张裕的品牌

形象，对销售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容易形成恶性循环。为重现张裕辉煌，

建议：1、单靠线下销售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要大力发展线上销售，线

上线下有机融合，形成合力。2、在 B股价格低于净资产时，要果断回购。

3、集团将核心品牌彻底注入上市公司，让控股股东和中小投资者的奋斗

目标和利益诉求完全一致，齐心协力实现多方共赢，共同把张裕打造成比

肩茅台的上市公司。谢谢！ 

回复：投资者您好！感谢您提出的建议。公司已经认识到线上销售的



 9 

重要性，基于不同的品牌，正与一些线上大商采取多形式的合作，促进线

上销售，通过线下传统渠道及线上新兴渠道的合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的销

售业绩。 

问题 35：公司要有明确的战略定位和目标导向，要建立有市场竞争

力的绩效考核体系，明确目标包括解决品牌、商标的具体时间表，不好做

可以评估作价定向增发；B股回购解决方案要有具体时间表，没有融资功

能，同权不同价对 A股投资者不公平；要把公司股票市值管理纳入业绩考

核与绩效分配挂钩，产品品质、口感要做研发和改进，收有澳洲酒庄可以

在国内生产或国内分装销售，对公司有信心和为做好公司股票市值管理，

就要增加年度公积金转增股份 

回复：投资者您好！谢谢建议和关注。 

问题 36：周董事长，您好！我们小股东对 60、70、80、90后进行过

200余个样本的调研，发现年纪越年轻，对葡萄酒认可度越高，但对“张

裕”品牌认可度却越低。如何让年轻人认可“张裕”品牌对于公司发展至

关重要。葡萄酒这类快消品，股份公司不拥有“张裕”品牌不能进行正常

品牌营销已经严重影响到公司发展的根本问题。我们欣慰看到在周董事长

带领下解决了“可雅”品牌问题，请问周董事长何时解决“张裕”品牌问

题？发展才是硬道理！ 

回复：投资者您好！公司一直在与各相关方探讨解决张裕等商标问题

的可行方式和途径。截止至目前，还无法确定解决该问题的具体时间表。 

问题 37：请问公司：公司股本多年未有大变化，且股价表现平庸。

公司需要扩张做强，有增发的意向和计划吗？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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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没有具体的增发意向和计划。 

问题 38：公司信息表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分別买入了部分公司 B

股，还将在今后三年每年增持 3万股 B股或 A股。是不是说今后五年都不

可能解决 B股问题？谢谢！ 

回复：投资者您好！二者没有必然联系。 

问题 39：这么多年赚的钱都去哪了，用在了哪里，造了那么多酒庄，

花了多少钱，花这点钱地铁站广告打打他不香嘛，现在到好，年轻人都不

认识张裕了！ 

回复：投资者您好！过去公司有一部分盈利用于扩大产能和分红。目

前，资本支出已越来越少，未来公司将加大市场营销投入。 

问题 40:请问公司今后如何处理 B股问题？有深港通了，而且也放开

外资了，国内投资者买 B股仍受额度限制，极不适当前证券市场改革发展

时宜！B 股成交清淡，且存在 AB 比价差，长远看 B 股退出市场必然。有

些公司通过整体上市、转 A转 H股等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请问公司将如

何解决这个 B股问题？有方案和计划吗？ 

回复：投资者您好！公司一直在积极关注 B股相关问题和案例，但目

前没有相关方案和计划。 

问题 41：据报道：茅台集团计划把茅台葡萄酒在 3～5年内上市。这

对张裕股份有限公司是个挑战。公司如不把市值做大把产品做强，百年张

裕可能就败给了十年茅葡！张裕 AB 股的市值管理很重要啊！公司在市值

管理方面有什么考量？谢谢！ 

回复：投资者您好！公司会不断加强市值管理，期待您的更多好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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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问题 42：1.公司推出高端品牌战略，在产品品质、营销和区块链大

数据使用方面有啥重要举措？2.鉴于国家对澳洲红酒提高关税的管控和

国内红酒消费的逐步提升，要在品牌营销、红酒文化传播、年轻消费群体

培养等方面下功夫，建议以葡萄种植和酿酒文化为主题的特色小镇、文化

旅游、健康养老、老人学院建设可以做为副业，大有可为，拥有大量种植

园区土地就是无穷无尽的财富，请问和绿城等企业的合作项目进展如何？ 

回复：投资者您好！关于公司高端品牌战略及数字化转型举措等事宜，

公司在酒行业率先引入区块链技术，并上线“张裕品质生活+”小程序及

“张裕葡萄酒官方旗舰店”小程序，具体请您关注媒体近期对周洪江董事

长及孙健总经理的访谈及相关专题报告；关于与绿城等企业合作建设的葡

萄酒小镇事宜，公司已经与绿城等成立合资公司，目前项目暂未启动。 

问题 43：张裕集团持有公司 51%的股权，而且商标问题多年未解决，

也收到了证监部门的通报。公司还有 B股，为什么不实施整体上市一揽子

解决呢？张裕集团没有整体上市时间表吗？ 

回复：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没有整体上市时间表。 

 

附件清单

(如有) 

 

日期 2021年 5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