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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宿迁市企业产业链发展研究
——以白酒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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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酿造(酒)业作为宿迁市重点发展产业之一,对宿迁市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
受到来自包括金融等方面的支持,在其发展中机遇与挑战并存,文章以白酒为对象展开调查,总结白酒业
的基本发展情况,从上中下游端分层展开介绍阐述产业链的含义,凸出中游核心企业的重要性,进而提出
“大带小”模式供应链融资。
[关键词] 金融；产业链；白酒；供应链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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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industrial chain in Suqian City
—— Taking the liquor industry as an example

Hang Yu Kai Wang
Suqian College
[Abstract] Brewing (wine) industry, as one of the key development industries in Suqia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uqian.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t is supported by finance and other
aspects, an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oexist in its development.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liquor,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basic development of liquor industry, introduces the meaning of industrial chain from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core enterprises in the middle reaches,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mode of supply chain financing of "take big with small".
[Key words] finance; industrial chain; liquor; supply chain fin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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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发展。该小组结合线上访谈和线下
参观洋河镇对白酒产业进行调查研究。

1 白酒产业发展基本情况
1.2白酒产业总体快速发展
近二十年来,白酒行业发展良好,期
间受国家政策等影响有过短暂的调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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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体快速发展。白酒作为中华传统文

跑白酒行业。据宿迁市统计局调查其中

288.74亿元而洋河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化的衍生品在中国的发展经久不衰,在

全 市 规 模 以 上 企 业 2020 年 实 现 产 值

营业收入就已经达211.01亿元,发展参

酒类品中可替代性小,因为其独特的品

288.74亿元,利润118.61亿元。白酒产业

差状况不言而喻。

质和长达数千年酒文化的积淀,白酒产

链是以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为主要素的生

量虽略低于啤酒产量,但总的销售收入

产链,市场是核心要素,白酒消费的增加

与增速仍高于其他酒类。

拉动宿迁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随着人

随着“品牌效应”的增强,市场上各

1.2洋河等重点企业情况

们对白酒品质要求的进一步提高,企业

式各样的高仿伪劣品层出不穷,严重侵

通过比较近五年的年报可以发现江

更加注重产品的开发,成本上升售价上

犯了重点品牌的商标权、专利权,这对以

升,利润也随之提高。

商标、专利权为抵押的信贷产品也造成

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资产逐年
增加,通过下图我们可以发现在2021年
半年度时期各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较高,
五粮液和茅台洋河的资产负债率整体控

2.2拉动上、下游产业发展,促进劳
动力就业
上游主要是以粮食为原材料的生产

3.2白酒侵权现象存在,对重点品牌
造成不良影响

了一定影响。消费者在购买消费产品时
也会有所顾虑。
3.3部分白酒企业生产资金需求难

制在30%以下,这些品牌企业的发展平稳,

供应和原料酿造加工成白酒的过程,高

不会给白酒市场造成太大波动,有利于

粱、大米、玉米、甘薯,原材料多样带动

金融支持产业链发展受益的大多是

稳定市场。由此也看出,白酒业注重品牌

着宿迁农业的发展,受地区作物的影响

有品牌支撑的规模企业,有产权作为保

效应,所以核心企业才能够有提供信贷

高粱等原材料来源于东北农物这也促进

障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但部分小

支持的信用基础。

以得到满足

了东北农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多地的

企业的生存就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资金

1.3金融支持情况

劳动力就业,生产增加,劳动力增加,要

链断流,企业难以发展。白酒产业发展至

金融支持白酒产业链发展主要有以

素之间相互作用。下游主要是产品销售

今,对产品的质量和环保提出了极高的

下几种方式：第一是信贷产品,除了传统

端,互联网+经济时代,下游端促进电商

要求,创新势在必行,小企业的生产资金

的车、房抵押类贷款,白酒产业因为其本

产业的快速发展,电商平台的运营是现

需求大却难以得到满足。

身产品独特性可以利用企业的应收账

时及未来各行业发展的一大契机。

4 相关建议

款、产品的商标权、专利权作为借贷保

2.3形成白酒之都

4.1供应链融资

障进行内部融资。第二是地方政府对重

因地理环境优越,适宜酿造以及洋

供应链融资体现的是一种“大带小”

点产业链的财政支持,这主要集中于当

河的雄起,2012年8月宿迁被授予“中国

发展的核心思想,上游原材料的供应端

地规模以上型企业,属于政策辅助型金

白酒之都”；2019年3月8日,宿迁顺利通

有千家万户的散户组成,散户为提高生

融支持。第三是酒类专项担保资本金,

过“中国白酒之都”专家组复评。宿迁

产效率就需要改革技术那么资金支持是

这是政府为促进白酒产业发展而创设的

市龙头企业洋河股份综合实力稳居白酒

关键,但农户作为个体信用保障力较小,

具有产业特色的金融产品,政府提供金

行业前三位,在双沟和洋河两家明星企

此时中游核心企业作为担保就起到了桥

融方便,银行提供货币产品。第四是上市

业的带领下,宿迁 “白酒之都”的明星

梁的作用,促进了此融资过程。下游端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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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凸显,全国各地都能畅享咱们宿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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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金融支持方式,通过上市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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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销商环节、市场推广费用需要大量

资金,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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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下游端的融资。由此中游端带动了上

2 白酒产业发展对地方经济的
影响分析

迁经济发展也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提

下游端的融资,为它们提供了金融支持,

高了宿迁的知名度,带来酒文化效应。

促进酒业发展。

2.1拉动地区生产总值较快增长,对
财政收入贡献度逐年提高

3 白酒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供应链融资”是供应链核心企业

3.1企业发展参差不齐

将内部采购财务系统,与中征应收账款

作为宿迁市地标产业,其白酒企业

在宿迁,白酒产业发展主要依赖于

融资服务平台对接,推送并确认账款的

的收入占宿迁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为

洋河集团,受到品牌效应的影响人们对

真实性、有效性。供应商以应收账款作

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截

知名白酒品牌的依赖性较强,这就导致

为主要还款来源,在线向银行机构申请

至2021年酒产业培育计划数已达500余

小企业发展较为困难,龙头企业、“小巨

融资。目前此方案已在农业银行宿迁分

户,企业类型主要分为：龙头企业、“小

人”企业、规模以上企业及其他小企业

行试点银行成功运营。

巨人”企业、规模以上企业及其他小企

发展参差不齐,据宿迁市统计局调查其

4.2打造产业集群

业,“洋河”和“双沟”作为明星品牌领

中全市规模以上企业2020年实现产值

通过产品结构化来实现酒类产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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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重点资金支持

中游：核
心企业

地方政府应该加大对白酒产业的资
金支持力度,在为品牌企业提供保障的

上游：散户原料供应端

信
用

下游：销售个体户及小
企业端

支
撑

同时更加注重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一方
面提供重点资金另一方面对小企业进行
走访追踪调查,明确小企业的健康发展
程度,选择良好发展的企业由政府出面
提供信用保障以获得银行的信用贷款。
银行也可以通过最惠白酒产业利率向小

银行

企业提供优惠政策。
随着科技兴国战略的提出,现当代
金融推动产业链的发展应集中于创新上,
这其中包括酒产品数据库的建立。数据
库的建立首先保障了企业内部对产品的
定位,其次为构建诚信金融信贷提供信
用保障,保证了信息的透明性和可追溯
性。销售渠道的创新集中在电商平台的
发展,资金体系应保障资金流动的安全
性和便捷性。宿迁市“洼地崛起”正是
得益于其坚实的产业基础,相信在金融
支持产业链发展的理论下,宿迁市工业
企业一定会取得更令人惊叹的成绩。同
样此种模式可以向全国推广展开,促进
中国的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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