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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美酒

资讯，请关注华夏

酒报微信公众号。

For those fortunate enough to still be able to buy fine wine in these troubling times, here are some
key market trends to cons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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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精品葡萄酒市场向何处去
本报记者 徐菲远 发自北京

虽然疫情在全世界蔓延，那些幸运的人仍然可以在当前的困境中购买精品葡萄酒，伦敦国际葡萄酒交易所（Liv-ex）的分析师及精品葡

萄酒专家为我们指明了藏家目前需要考虑的主要市场趋势。

If you buy wine with one eye on future finan-
cial returns, then remember that this is best
done as a long-term endeavour and with spe-
cialist knowledge.

Uncertainty in the market

市场仍存在不确定性

当前，当务之急是全世

界人民的健康，因为各国政

府一直在试图限制行动，并

防止卫生服务因新冠肺炎病

例增加而不堪重负。这场危

机自然对葡萄酒行业的各个

方面造成了不确定性和破

坏。

3月，虽然许多商家订单

增加，但是餐馆和品酒室纷

纷关闭，拍卖行不得不设法

开展在线销售，对许多酒庄

和酒商非常重要的波尔多期

酒会也被搁浅。

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到

来之前，精品葡萄酒市场也

存在着不确定性。

在一些波尔多顶级葡

萄酒中也可见到勃艮第顶

级 葡 萄 酒 的 上 述 价 格 波

动，包括木桐、拉菲、玛歌、

侯伯王和拉图五大左岸一

级酒庄。

Liv-ex 在最新报告中

表示：“精品葡萄酒的长期基

本面仍然完好无损，甚至可

以说供应正在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减少，但由于不确定性

仍然很大，很少有人愿意从

目前判断市场的方向。”

如果您购买葡萄酒时着

眼于未来的财务回报，请记

住——最好具备专业知识并

进行长期的努力。

在英国，精品酒投资不

受金融行为监管局（Finan-

cial Conduct Authority）

监管。所以，应该始终从知

名的、信誉良好的商家那里

购买葡萄酒，并且做好将来

价格下跌时喝掉的准备。

Liv- ex reported that collector interest in
Burgundy has broadened. It saw a 48% in-
crease in the number of Burgundy wines
traded on its platform in 2019.

Have the top Burgundy
wines peaked?

勃艮第顶级佳酿已见顶？

Some analysts have suggested looking for value in great vintages of older Bordeaux wines that are
ready to drink.

Mature Bordeaux vs Young Bordeaux

成熟波尔多vs年轻波尔多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危机中，

2019年期酒品尝会被取消，这是可以理解

的。

Liv-ex在4月2日发布的一份新报告

中指出，尽管每个酒庄的情况各不相同，但

“自2005年以来，在超过半数的期酒活动

中，投资现货的收益高于购买期酒的收益。”

报告还称，年轻年份波尔多的库存仍然

相对较高——除非您购买的是稀有的波美

侯（Pomerol）葡萄酒，例如柏翠（Petrus）或

拉弗尔（Lafleur），这阻碍了二级市场的价

格上涨。

2009和2010两大杰出年份的几款顶

级葡萄酒尽管最初上市的标价非常高，但一

直低于伦敦发行价。Liv-ex表示，其平台

上的近期交易主要集中在伟大的 2009、

2010和2016年份。

一些分析家建议，在已经达到适饮期的

老年份波尔多佳酿中寻找超值品。

Wine Owners专业投资组合管理负责

人Miles Davis在今年1月表示：“一段时

间以来，一些非常出色的老年份葡萄酒，尤

其是1989、1990和1996，在市场上比以往

多见了。”

Piedmont has been garnering more interest. Several wines from top names like Gaja, Giacomo Conter-
no and Bruno Giacosa already command relatively high prices.

Italy rises and Barolo 2016 excitement grows

意大利崛起，2016巴罗洛热度上升

皮埃蒙特（Piedmont）葡萄酒引起了越

来越多的兴趣。几款来自佳雅（Gaja）、吉亚

科莫·孔特诺（Giacomo Conterno）和嘉科

萨（Bruno Giacosa）等顶级酒庄的葡萄酒

价格已经相对较高。但是，利斯特葡萄酒评

估系统（Wine Lister）的联合创始人Ella

Lister在一份针对其会员的最新报告中表

示：“该地区的大多数葡萄酒仍代表着非凡

的价值。”

正如 Decanter 专家 Stephen Brook

在最新评论中所描述的那样，预计2016年

份巴罗洛（Barolo）会受到追捧，成为“内比

奥罗（Nebbiolo）的杰出年份”。

英国Corney＆Barrow公司精品葡萄

酒负责人Will Hargrove在 2月曾表示：

“顾客们已经开始像对待勃艮第那样追随皮

埃蒙特的酒庄。”他建议，那些想要购买成熟

年份葡萄酒的人可以考虑2006年份巴罗洛。

酒商BI Wine & Spirits 也报告称，

2019年全球对超级托斯卡纳葡萄酒的需求

强劲，包括西施佳雅（Sassicaia）、天娜

（Tignanello）和欧纳拉雅（Ornellaia）等名

庄。BI Wine＆ Spirits 的总经理 Gary

Boom说：“过去两年来，我们注意到越来越

多的顾客购买意大利葡萄酒用于投资。”

美国对意大利免除了25%的进口关税，

这使其葡萄酒对美国买家更具吸引力。

Bordeaux (33.1%) once again fell to its lowest weekly share, breaking last week’s record (36.1%).
Just three years ago, in 2017, Bordeaux was making up 67% of trade by value.

Bordeaux learns to share
波尔多份额创历史新低

如果您的酒窖不再装满波尔多酒，那么

您并不孤单。

波尔多仍然是精品葡萄酒世界的基石，

但根据伦敦国际葡萄酒交易所（Liv-ex）的

最新数据，4月10—16日的一周内，波尔多

（33.1%）再次跌至最低的周度水平，打破上

周纪录（36.1%）。而2017年，波尔多的交易

总值份额却高达67%。不过，随着Liv-ex

上的葡萄酒类型不断增多，这个曾占主导地

位的酒区逐渐失势。目前，波尔多酒在该平

台上的交易量占总交易量的50.5%，而2010

年则高达96%。

苏富比拍卖行（Sotheby’s）也发现，在

其2019年的拍卖和零售中，波尔多酒在全

球葡萄酒和烈酒销售额中所占份额降至

26%。不过，随着购买者开始看到某些波尔

多葡萄酒的价值，预计这一比例将再次上

升。苏富比全球葡萄酒业务负责人Jamie

Ritchie表示：“相对于品质来说，一些波尔

多酒的价格高得有点离谱。”

在过去的10年中，勃艮第、香槟、皮埃

蒙特、托斯卡纳、罗纳河谷和加州葡萄酒都

在成长，稀有威士忌在拍卖中也取得了巨大

的成功。

在2019年，苏富比售出

了 2500万美元的罗曼尼—

康帝葡萄酒（Domaine de

laRomanée-Conti），这是

其全球葡萄酒和烈酒拍卖部

门创纪录的一年。

虽然并不完全表明人们

已经厌倦了勃艮第特级庄佳

酿，但是在过去的15个月左

右的时间里，顶级酒庄佳酿

的价格确实已经下跌。

BI Fine Wine＆Spir-

its的葡萄酒投资主管Mat-

thew O’Connell 在 2 月表

示，对勃艮第泡沫的担忧最

终在 2019 年被证明是没有

根据的。

“虽然价格略微走软，但

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市场出现

重大修正。”他说。

Liv-ex报告称，藏家对

勃艮第的兴趣范围有所扩

大。2019年在其平台上交易

的勃艮第葡萄酒数量增加了

48%，尽管它质疑是否所有

二级市场的需求都会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