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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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实行封锁

以来，追踪零售商葡萄酒销售的尼尔森

数据显示营业额急剧上升。业内人士

认为，在这一特殊时期，酒精饮料担当

了必不可少的“情绪提升剂”角色，但这

并不意味着整个市场都在增长。

据报道，自从疫情封锁开始以来，

葡萄酒、啤酒和烈酒的零售业务蓬勃发

展，尤其是那些具有直接交付业务和从

事电子商务的企业。令人鼓舞的是，在

新冠疫情爆发期间，大多数情况下酒精

饮料并没有失去吸引力。实际上，在这

一特殊时期，它们已成为必不可少的

“情绪提升剂”。

不过，预计营业额还将会下降。酒

精饮料的总体消费水平不太可能上升，

并且酒饮行业的全年销量不会表现增

长，为什么呢？就酒饮行业而言，市场

零售量激增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与酒

店业的全面关闭有关，这意味着那些经

常在酒吧和餐馆喝酒的人将不得不完

全在家里喝酒，他们通过酒类网站、专

卖店和超市购酒，导致这些渠道的需求

急剧上升。第二个因素与库存有关，一

些消费者由于担心饮品供应可能会耗

尽，或者在封锁期间由于各种原因难以

买到，所以突击囤货。

但是，这种消费热潮并不意味着消

费量会增加，而且，当前在家饮酒的趋

势催生了一种更加理性和明智的消费

方式。虽然不外出工作可能会使居家

隔离的饮酒者在一天的早些时候享用

第一杯葡萄酒、啤酒或烈性酒，但很可

能这种消费是缓慢的，并且可以随食物

一起享用。酒类总营业额的下降则与

以下事实有关：无论何种类别，零售商

的大部分销售额都来自于相对低价位

的主流饮品。

相比之下，大多数高端饮品的销售

都发生在高档消费场所，而这些场所在

疫情期间纷纷关闭。

当然还有一个事实，就是疫情带来

的经济前景令人担忧，英格兰银行5月

初的报告称，预计英国第二季度经济将

萎缩25%（失业率上升9%），这意味着

经济紧缩程度是300年来未见的。这

种不确定性无疑解释了自封锁开始以

来英国家庭支出减少了30%。

英国葡萄酒与烈酒协会（WSTA）

负责人Miles Beale充分肯定了酒精

饮料在封锁期的积极作用：“人们对酒

类的需求仍然存在，这表明人们也许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喜欢生活中的小奢

侈和享受，而酒类提供了满足这种需要

的可能，所以表现良好。但是，随着消

费场所的关闭，人们不得不改变消费方

式，通过更少的渠道来满足需求。”

自从实行封锁以来，追踪英国零售

商葡萄酒销售的尼尔森数据显示营业

额急剧上升。这归因于转向家庭消费，

而且零售商的促销投入也大大减少了，

因为消费者不再需要降价作为购买饮

料的理由。

智利最大葡萄酒集团干露酒庄

（Concha y Toro）英国分部的跟踪数

据表明，英国零售商的促销水平已降至

过去五年的最低水平。该集团商业总

监Clare Griffiths在近期的一场网络

研究会上表示：“在当前情况下，由于市

场存在需求，因此无需大幅度打折。这

是一个增值的机会，尤其是那些价格公

平和拥有知名度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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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饮料酒精饮料成为封锁期的成为封锁期的““情绪提升剂情绪提升剂””

The Drinks Business撰稿人 Patrick Schmitt

亲爱的中国朋友们，非常高兴通过

《华夏酒报》这个平台与大家见面。

如同目前全世界大约 30亿人一

样，我也在法国香槟区处于居家隔离的

状态。当今前所未有的局势已经成为

全人类的共同命运，这使得我们要集中

精力着眼于本质，无论距离遥远，都要

团结一心，维系彼此间的亲密情感。保

持冷静客观、互助协作以及彼此尊重，

才能使我们更好地面对当前健康及经

济方面的双重挑战。

考虑到香槟行业的特殊性，法国政

府部门特别批准香槟人可以在严格遵

守卫生措施的前提下继续开展葡萄种

植及香槟酒酿造等相关的生产活动。

当前，正是葡萄藤生长的关键时期，果

农们对葡萄园的管理工作可以在保障

健康的前提下进行，但要确保每日正确

填写并携带“出行证明”、遵守拼车时对

人数的限制、在劳作时保持人与人间1

米的安全距离，勤洗手、不握手，以及不

在葡萄园内聚集等相关防疫规定。

此外，地下酒窖中的装瓶工序也在

有条不紊地进行，上述两项工作对于接

下来秋季的采收以及整个行业的正常

运转都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香槟委员会也响应法国

政府的号召，为保护民众及员工的身体

健康，对日常工作做出调整。所有果农

及酒庄均可以通过香槟委员会内部网

络与委员会保持线上联系，同时各部门

也开通电话专线，任何葡萄种植、葡萄

酒酿造、产区保护等相关问题都保持着

无障碍沟通。同时，整个香槟行业也在

银行、工会组织等机构的协助下出台了

一系列经济措施，旨在不影响公共财政

的前提下，助力支持果农及酒庄共渡难

关。

众所周知，2015 年，香槟区葡萄

园、酒庄和酒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

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在此前，香

槟产区也曾经历过数次危机并成功逾

越。历经300年来的风雨洗礼，香槟产

区已经成为了庆祝与慰藉的象征。

中国政府承认并保护香槟产区的

独特性，这里特有的风土条件使香槟酒

始终处于起泡酒行业的金字塔顶端，并

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心向往

之。我们坚信香槟在中国有着美好的

未来：作为出口额第一且首个受到保护

的欧洲地理标志名称，香槟酒在中国人

民心中的位置举足轻重；虽然中国目前

位列香槟酒出口国的第14位，但始终

不改其全球经济强国的地位。

像所有伟大的葡萄酒一样，香槟酒

同样需要通过教育、培训来扩大并巩固

其在全中国各地的知名度，而并非仅着

眼于部分高端及高品质的酒类消费大

都市。

正因为此，我们视中国为“MOOC

香槟在线课程”的重点推广国家之一。

“MOOC香槟在线课程”是一个创新且

能够授予专业资格证书的在线教育平

台，对于那些有志于将香槟酒作为未来

职业生涯核心的培训者而言，是增强自

身技能的优质平台。

课程邀请到由1位葡萄酒大师、1

位历史学家、1位大学教授、1位侍酒

师、2位米其林星级主厨及12位香槟业

界专家组成的豪华讲师团队为大家介

绍香槟酒的多样性及品鉴、香槟酒的酿

造、香槟区风土和香槟历史这四部分主

要内容。以当前最流行的短视频形式

呈现，并附有中文字幕以及言简意赅的

文字及图表。

在2013年，全球接受过香槟委员

会培训的人数仅3000人，5年后翻了一

番达到6000人，而香槟委员会的目标

是在未来5年内使这一数字呈10倍增

长。因为消费者只有在真正认识香槟、

了解香槟之后，才能够更好地消费香

槟、喜爱香槟，这一工作和对“香槟”原

产地名称的保护一样，始终都将是香槟

委员会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内地、香港及

台湾地区的香槟酒消费量及消费额在

逐年地稳步攀升，特别是近两三年来，

随着年轻一代消费能力的增长以及香

槟区对于旅游行业的大力发展，使得香

槟酒无论在知名度亦或经济上，都有着

十分显著的提升。

在面对重大变革的当下，恰逢侍酒

师行业在中国正蓬勃发展，我们希望香

槟酒能够在这些品位人士们的助力下

跨入富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新阶段。相

信未来，香槟酒必将成为国人优雅生活

方式的完美展现，见证人生中一切值得

纪念的美好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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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入富有中国特色的跨入富有中国特色的““香槟新时代香槟新时代””

法国香槟酒行业委员会会长 佩文森

The Comité Interprofessionnel du Vin de Champagne (Cham-
pagne trade association) is pleased to invite you to extend
your knowledge of champagne with Champagne MOOC (Mas-
sive Open Online Course), the only Champagne education
tool for everyone working in the wine industry: sommeliers,
oenologists, wine merchants, buyers, journalists, students
etc, and the wine lov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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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cohol is proving a luxurious lifeline to ease lockdown woes,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the overall drinks market is on
the rise, nor that consumption levels are becoming a threat
to health. While the lack of commute may allow lockdown
drinkers to enjoy their first glass of wine, beer or spirits a
little earlier in the day, it’s likely that the consumption is
measur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