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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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领先散酒运营商Austwine

首席执行官 Jim Moularadellis 在给

《华夏酒报》记者的邮件中提到：“随着

工作岗位和收入从酒店和餐馆场所消

失，短期的以囤货为目的的购买行为推

动了超市和在线渠道的销售。我们出

口的大多数市场都经历了这种大体相

似的模式变化，即葡萄酒销售从餐厅、

酒吧向线上、专卖店销售的大转变。”

法国最大的散装酒经销商Ciatti

International 总经理 Florian Ceschi

也认为，新冠疫情为非即饮渠道提供了

机会。

他指出，散装葡萄酒生产商受疫情

的影响较小，因为他们通常将销售重点

放在超市而不是在即饮渠道上。因此，

与其他行业相比，散装葡萄酒经营者所

经历的衰退程度要小得多。“目前，大型

企业的痛苦可能要比小型企业少，因为

现在唯一可以将葡萄酒推向市场的地

方是超市。大多数情况下，即饮渠道的

利润更高，但这场危机已改变了市场现

状，目前能够以集装箱的形式出售给超

市的企业，今年所受损失最小。”

他还指出，葡萄酒在大多数国家已

被视为生活必需品，尽管进出口出现延

误，但酒厂仍在运营，物流渠道仍然开

放。欧洲的葡萄酒市场更有实力，因为

葡萄酒的买卖交易可以通过卡车而不

是轮船完成。

Driving sales through supermarket
and online channels
散装酒推动超市和在线渠道

Since the shutdowns began, wineries have become somewhat
accustomed to living with extremely low forecasting visibili-
ty, but the key questions wineries are grappling with seem
to be: Is the bulk wine inventory now in surplus, or short-
age, or balanced? What will be the rate of sales recovery as
shutdowns and restrictions are eased?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在全

球持续蔓延，给国际葡萄酒产业造成重

创，散装葡萄酒市场也未能幸免。目

前，国际散装酒库存是过剩、短缺还是

平衡？随着各国旅行限制的放松，散装

酒市场何时能够恢复？国内买家采购

散装酒应重点关注哪些国家和产区？7

月10日，《华夏酒报》记者连线国际知名

散装葡萄酒中介商、国内领先散装葡萄

酒采购商以及世界散装葡萄酒烈酒展

（WBWE）负责人，对市场现状及未来走

势进行了分析。

GlobalGlobal Bulk Wine Market Under COVID-Bulk Wine Market Under COVID-1919 PandemicPandemic

疫情下疫情下的国际散装酒市场的国际散装酒市场
本报记者 徐菲远 发自北京

“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国市场的

散装葡萄酒进口大幅下降，全球散装

葡萄酒市场也受到了强烈冲击。尽

管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在疫情下销

售葡萄酒的新方法，但没有人能确切

地说出不久的将来葡萄酒世界会是

什么样的。”世界散装葡萄酒烈酒展

亚太区顾问J rg Philipp对《华夏酒

报》记者表示。

Philipp结合最近几年的发展情

况以及对欧洲新年份的预期分析，

2017 年是有史以来最小的年份之

一，而2018年则是最大的年份，这意

味着酒厂仍在使用 2018 年份的库

存。而在南半球，2020年份酒已经

在酿造中，而北半球则普遍预测是一

个好年份。最近几年，葡萄酒市场受

到干旱、大雨和热浪等自然因素的影

响，对于葡萄酒市场来说，包括这些

气候变化方面的挑战是长期存在

的。另一方面，由于瓶装葡萄酒的进

口市场环境更加复杂，关税也改变了

进口商的运作方式，市场正在转向散

装葡萄酒。美国已对瓶装葡萄酒征

收关税，导致实施后的前6个月从欧

盟进口的瓶装葡萄酒减少了1600万

瓶，而散装酒的进口量增加了2070

万升，这意味着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

化可能会推动市场瓶装葡萄酒转向

散装葡萄酒。另外，随着全球化的发

展，买家不断地转向能够满足需求的

市场。以阿根廷为例，其主要进口

国、数量和价值都在变化，由于价格

低廉，近期其散装酒出口呈几何式增

加，就数量而言，中国已经是阿根廷

葡萄酒的第一大进口国。

澳洲领先散酒运营商Austwine

首席执行官 Jim Moularadellis 表

示，干旱、火灾等自然因素使得澳大

利亚今年可能经历了自2007年以来

最低的酿酒葡萄收成，随后疫情导致

的停产给企业带来第二次打击。北

半球的大量库存和预期的丰产，为澳

大利亚葡萄酒生产商在出口市场的

运作增加了复杂度。“尽管智利和阿

根廷2020年产量不大，但随着葡萄

酒需求转向更具竞争力的供应来源，

澳大利亚很可能会失去市场份额。”

Moularadellis 还告诉记者，与

往年相比，今年明显感到中国市场的

活跃度下降了。“与澳洲国内市场稳

定而谨慎的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除了中国市场以外，大多数出口市场

的问询都很密集。”

谈及未来的市场走势，Philipp

表示，下半年哪些葡萄酒市场能迅速

恢复，将取决于在未来几个月内，各

国的反应及应对措施能否有效推动

消费市场，其所依赖的自有品牌渠道

及餐饮等能否快速复苏。他建议，将

散装葡萄酒融入公司策略可创造更

大的灵活性，“你可以直接使用酒庄

本身的酒标，也可以根据客户对于设

计、风格和价格的需求来打造自己的

酒标，从而更加精准地占领市场。”

Various factors bring market uncertainty

多种因素带来市场的不确定性

根据世界散装葡萄酒烈酒展

（WBWE）的“全球散装及10升以上简

装葡萄酒的大宗交易情报”的数据，

2019年，全球散装葡萄酒贸易量有所

增长（+5.5%），但贸易额却下降了（-

6.8%），均价下降了近10%。

出口方面
2019年，全球散装葡萄酒出口量

为34.477亿升，出口总额为24.552亿

欧元，平均价格为每升73欧分。

按出口额计算，西班牙、澳大利亚

和意大利是全球最大的散装葡萄酒出

口国。西班牙的散装葡萄酒出口无论

在数量还是金额上，都保持着领先地

位。在全球主要供应国中，西班牙在出

口额方面下降最多，也是均价下跌最多

的供应国。西班牙的散装酒出口额

4.744 亿欧元，下降 21.6%，出口量为

11.68亿升，增长12.2%；澳大利亚紧随

其 后 ，出 口 额 3.027 亿 欧 元 ，下 降

11.8%，出口量3.496亿升，下降17.9%；

意大利出口额 2.944 亿欧元，下降

8.4%，出口量 3.563 亿升，飙升 29%。

其中，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散装酒价格均

出现大幅下跌，分别降30.1%和29%。

从全球其他散装葡萄酒供应国来

看，新西兰发展良好（出口额较上一年

增长16.7%，出口量增长12.5%），美国、

法国和阿根廷也较上一年增加了出口

量，阿根廷的出口量增长率（28.8%）则

远高于其出口额的增长率（2.2%）。相

反，南非和匈牙利散装葡萄酒的出口贸

易却出现了下滑现象。

进口方面
在全球十大散装葡萄酒进口贸易

市场中，2019年只有英国以更高的价

格购买。自英国海关当局对数据标准

进行修改后，英国的进口额增长了

1.3%，排名全球最大进口国，从而超过

了德国，达到了5.98亿欧元。

德国则依旧保持其全球最大进口

量，接近8.6亿升（增长了3.6%），作为

主要购买国仍占据领航地位。

值得强调的是，2019年，中国、意

大利和加拿大的散装葡萄酒购买量有

所下降，而美国和葡萄牙的购买量则明

显增加。法国也大幅增加了散装葡萄

酒的进口量，由于采购价格较低，因此

支出方面减少了20.5%，为其利润值增

加了筹码。

在散装酒进口国中，德国的市场份

额占总额的21%，其次是法国和英国。

而中国散装酒进口量仅占全球的4%，

进口额占6%。

价格下降
从全球最新散装葡萄酒商业数据

来看，没有特别的惊喜，但根据数据来

做进一步的市场评估是很重要的，因为

这与2020年这一新年份的特殊情况以

及其他与葡萄酒无关的影响有关。由

于2018年份大丰收，2019年充足的供

应量使得多个葡萄酒产国的整体价格

下降。尤其是西班牙和意大利两大散

酒供应国的价格下跌最明显，这保障了

所有库存散酒的顺利销售，为新年份的

葡萄酒做好准备。因此，2020年上半

年，两国的供应量与价格变化不大。

对智利和阿根廷来说，2019年的

散装葡萄酒贸易数据很乐观，特别是对

美国市场的贸易顺差明显。虽然美国

的葡萄酒出口遇上了重重障碍，而其境

内的葡萄酒消费市场却与日俱增，其进

口葡萄酒价格也略有下降。

澳大利亚和南非的散装葡萄酒出

口量大幅下降，而匈牙利和葡萄牙等国

的销量则明显增长。

The average price fell by 10%

散装酒均价跌一成

According to the WBWE，in 2019, the global bulk wine trade
volume increased by 5.5% , but the trade value declined by
6.8%, and the average price dropped by nearly 10%.

While everybody is struggling to find new ways of selling
wine during these new times of Covid-19, nobody can ex-
actly say what the wine world will be in the near future.

随着世界各地进一步放宽对新冠

肺炎疫情的限制措施，全球散装葡萄酒

业务逐渐摆脱疫情的影响。法国和西

班牙正在推出2000千升蒸馏计划，意

大利也将紧随其后，目的是赶在2020

年北半球收获季节到来之前清除部分

过剩库存。

与此同时，在疫情最严重时期完成

了收获季节的南半球国家现在拥有充

足的葡萄酒供应量，不过，澳大利亚、阿

根廷和智利的葡萄酒产量比历年同期

平均水平低了约20%，阿根廷和南非

的价格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西开普的

葡萄酒供应充足，且2020年份的质量

非常好。

目前国际散装酒市场的现状如

何？采购国外散装酒有哪些价值洼

地？贾强为买家提供了一些分析和建

议。

法国
由于目前法国国内葡萄酒供应过

剩，近期有一些非常有吸引力的买入机

会：高质量AOP和一些普罗旺斯和有

机桃红葡萄酒尾货。

当前法国葡萄酒的市场供应比较

均衡，除了霞多丽之外，其他大多数葡

萄酒都有供应。而法国政府的2000千

升紧急蒸馏计划实际上使得葡萄酒市

场的下限更高了，目前IGP的交易已经

停止，高质量的AOP此时的性价比是

极高的。

西班牙
鉴于欧洲各地都可能出现大丰收，

就价格而言，历年的库存品种都有着很

不错的折扣。

西班牙散装葡萄酒仍将面临绝佳

的机遇：白葡萄酒的价格特别有竞争

力，但红葡萄酒和桃红葡萄酒也折扣可

观，有需要的国际买家可以关注。

意大利
意大利的初级散装市场正在等待

该国的蒸馏计划宣布，入门级葡萄酒正

等待蒸馏价格的最终确定，然后才能做

出最终的市场决定。

DOC和其他优质葡萄酒的供应则

更有可能通过2020年绿色采摘计划

（在成熟前将绿葡萄摘除）或其他措施

来规范。与此同时，灰比诺和普罗塞克

的瓶装葡萄酒一直表现良好；更重要的

是，桃红普罗塞克现已获批，应该会在

年底开始上市。

美国加州
尽管美国零售商的需求有所上升，

但加州仍可以低于历年来的价格向国

际买家提供非常优质的葡萄酒——包

括来自一些沿海高档产区的葡萄酒。

因距离新一季的收获仅几周的时间，目

前的机会尤其明显。

阿根廷
阿根廷的优质葡萄酒价格极具竞

争力，且可以协商。加上阿根廷的浓缩

葡萄汁继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强

劲需求，销量可观，出货量不断上升。

智利
在智利的大宗市场上，一些葡萄酒

的价格在5月份走软，但此后再度企

稳。许多欧洲买家仍在观望，以了解各

国摆脱封锁后的需求情况。

一些高档酒庄正试图将供应转向

散装市场，这可能为寻求优质智利葡萄

酒的国际买家们打开了机会之门。

澳大利亚
2020 年的葡萄压榨量相比于

2019 年降低了 12%，比十年平均值

175万吨下降了13%。这也是自2007

年以来最低的收获量。

澳大利亚的大宗葡萄酒市场正在

稳步发展。在散装市场上，高端优质葡

萄酒的供应有所增加。

中国仍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葡萄酒

买家。随着第一季度澳洲葡萄酒对中

国出口额下降了14%，而瓶装酒出口

额上升了11%，这也使得澳大利亚成

为唯一一个在瓶装酒对中国的出口额

上保持上升趋势的进口来源国。

新西兰
新西兰国内大宗商品市场的需求

相当高，这取决于未来的销售预测——

该国已取消了所有内部禁售限制。

预测显示，2020年的葡萄产量将

比2019年的产量（41.3 万吨）有所下

降，国内外的需求仍然很高，许多新西

兰国内酿酒厂表示，根据销售预期，今

年晚些时候可能会出现需求爆发。

Where are the market opportunities?
寻找散装酒的市场机会

As jobs and revenue disappeared from hotels and restau-
rants, short term pantry filling drove sales through super-
market and online channels, as consumers responded to
frightening daily media briefs from their political leaders.

As lockdowns ease around the world, the global bulk wine
business is gradually getting rid of the impact of the epi-
demic. France and Spain are launching distillation initia-
tives, and Italy will follow suit. At the same time, countries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which had harvested during
the worst period of the epidemic, now have an adequate
supply of wine.

根据酒类进出口商分会的数据，今

年 1 月～5 月，我国散装酒进口量为

43782千升，进口额为3984万美元，分

别同比下跌33%和46%。

“由于全球运输受到较大影响，中

秋、双十一、春节三个销售高峰的原酒

备货现在已经到了最后时期，但实际订

货量并不可观，意味着大多数葡萄酒企

业目前都不敢贸然订货。”国内领先散

装葡萄酒进口商九岸葡萄酒公司总经

理贾强告诉《华夏酒报》记者。他预计，

今年我国的散装酒进口量将下降三成

以上，均价也会降低。

“首先，随着国内防疫的常态化，整

个社会和经济活动恢复到疫情前水

平还需要一段时间。在中国，葡萄酒不

是生活必需品，订单量相比以往会有所

减少。其次，由于国外疫情持续，原本

进口供应商的市场可能由国内供应商

替代，而国外部分原酒也不能如期发

货，对销售造成了一定影响。”贾强说。

受疫情影响，国外散酒企业的销售经理

无法到中国来销售，国内很多葡萄酒企

业转向了从国内采购原酒现货，所以该

公司今年的散装酒销量基本保持了去

年同期水平。

在葡萄酒的增长达到瓶颈期的情

况下，九岸加大了在烈酒市场上的布

局，今年引入了更多种类的白兰地以及

苏格兰威士忌。另外，九岸还加大了与

电商的合作，根据客户需求，提供更多

的服务项目。该公司还启动自己的保

税区装瓶项目，更加快速出货，保证品

质。“在入门级别的酒上，利润越来越

低，受贸易战和疫情影响，供货速度也

满足不了国内的需求，保税区装瓶相比

原瓶进口更具优势。”

谈及疫情带来的市场变化，贾强表

示，其实市场是一直在变化的，只是我

们身在其中，不易觉察。“这次疫情对市

场的一个重要影响，酒一直是一种社交

消费，但是在疫情期间社交消费几乎没

有了，只有家庭消费和个人消费了。非

社交消费的意识在觉醒，消费场景也在

变化，产品理应也要随之变化，这是很

重要的市场变化。”

他对市场长期发展持乐观态度，

“市场正在复苏。目前的这些影响，我

们认为是短期的，中国经济增长保持较

高速度发展的趋势，以及消费升级的趋

势，这些不会改变。这样，我们就会有

机会获得更长远的发展。”

China's bulk wine market
expected to drop 30%
我国散装酒市场预计降三成

The stocking for the busy season have now reached the final
period, but the actual order quantity is not impressive,
which means that most wine companies are very cautious at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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