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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对全球葡萄酒业显然是具有

挑战性的一年，特别是澳大利亚。年

初，森林大火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挑

战，幸运的是，受到影响的葡萄园占

地不到我们葡萄园总面积的1％，而

对葡萄的影响，则是整个年份的3%~

4%。

实际上，我们的夏季和整个生长季

节都非常凉爽，影响了整体产量，因此

与往年相比，整个年份产量会略有下

降，但品质非常出色。我听到来自全国

许多不同地区的报道，他们对葡萄的质

量非常满意，不过归根结底，是将优质

的葡萄转化为优质的葡萄酒运到全世

界。酒质预期非常乐观，我期待着尽快

品尝今年的一些酒款。

我们正处于一个巨大的“中断期”，

并且它正在不断发展，但我们一直在密

切关注全球形势的发展，以帮助生产商

和出口商了解他们需要如何应对。总

体而言，澳大利亚的出口保持良好。

在英国等市场，澳大利亚葡萄酒

出现了回升，在英国的许多零售商中

都表现非常出色，最近在美国也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虽然餐厅被迫迅速关

闭使得销售向非即饮渠道转移，但是，

值得庆幸的是，人们仍然愿意在这段

艰难的时期里喝一杯，我们将为市场

提供帮助。

同样在澳大利亚，在这段时间里，

零售连锁店的表现还不错，而餐饮行业

一直比较艰难。总体而言，澳大利亚葡

萄酒行业面临一些实际挑战，酒窖门店

和酒庄旅游的关闭，使得业务停滞不

前，对他们的经营活动产生了很大影

响。

我们必须快速调整，灵活应变。我

们的许多推广历来都是围绕旅游和活

动开展的，而现在却无法像往常一样进

行。在中国，我们不得不推迟年度路演

这一重要活动，等情况允许的时候，我

们会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不过，中国市

场依然保持活跃，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

局正在快速调整、灵活应变，在社交和

数字媒体投入了更多。比如，在线上推

出一系列美食与澳洲葡萄酒的搭配指

南，为中国消费者的葡萄酒品鉴提供指

导；与零售商铺合作进行一系列的推广

活动，比如在中国的Ole’精品超市推

出了促销礼遇等。

对于澳大利亚葡萄酒在中国的长

期发展，我仍然非常乐观。我们和中国

各方伙伴携手共进了很多年，一直以

来，我们都处于优势地位。2019年，澳

大利亚成了中国第一大葡萄酒进口来

源国，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们

在中国建立起自己的品牌，讲述澳大利

亚葡萄酒的故事，展开生动的传播与推

广，引起了中国消费者的共鸣。当然，

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显然就是其中之

一。但我依然对未来的发展非常乐观，

依靠强大的平台，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

中国市场，我个人也期待着尽快重返中

国。

在教育方面，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

局开发的“探索澳大利亚葡萄酒”教育

课程已经搬上了微信小程序，高访问量

和下载量说明，它们得到了业内人士的

广泛关注和好评。中国葡萄酒行业和

消费者一直渴望真正了解澳大利亚葡

萄酒的含义，该平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

深入了解澳大利亚葡萄酒故事的机

会。在精心设计和分享这种教育的过

程中，我们也将其带入了许多城市。

进入新的财年，澳大利亚葡萄酒

管理局将继续组织和展开多渠道的市

场活动，同时加强在数字和社交媒体

以及教育领域的投入，线上联动线下，

增强澳大利亚葡萄酒在中国市场的影

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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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首席执行官 Andreas Clark

I remain very optimistic around the long-term story
for Australian wine in China. We’ve worked really
hard with our Chinese friends for many years, and
we’ve been in a really strong position.

欲了解更多美酒资讯，

请关注华夏酒报微信

公众号。

2019年份的波尔多期酒品尝为看

似无止尽的2020年故事清单又添加了

一笔。

通常在3月底，大约有4,000名葡

萄酒贸易专业人士、买家、侍酒师和记

者聚集在波尔多。而今年却相反，那里

一片沉寂。

刚开始，从光环闪耀的一级酒到普

通酒庄都忽略了他们的葡萄酒缺乏观

众这一事实。起初，酒庄主们对于直接

发送样品犹豫不决，后来逐渐意识到这

一行为对于讨论新的年份是必要的。

这是他们第一次这样做。

这些样酒直接取自酒桶，在变质

之前仅能够保存几天。一些酒商有

机会保持社交距离现场品鉴，酒庄还

为少数记者提供了在家品鉴和视频

采访的机会，以代替惯常的品鉴和晚

宴。

一些列级酒庄拒绝发送桶装样

品。拉菲庄（Lafite-Rothschild）只允

许在酒庄或巴黎品尝，白马庄（Cheval

Blanc）和柏图斯（Pétrus）拒绝了这一

做法，但大多数酒庄最终不情愿地发送

了样酒。经过几个月的沟通和考虑，样

酒终于在5月开始到达。

这些葡萄酒被证明是相当不错

的。他们比常规的期酒品尝晚了一个

月或两个月，因此在桶中存放的时间更

长。

即使是这么年轻的葡萄酒，也都表

现出多汁且容易入口的特点。2019年

份没有2018或2016年份的强劲和高

单宁，它们融合了2009年份的开放感

和 2010 年份的结构感，也带有些许

1999年份的轻盈感。

几乎没有哪个年份比2019年份更

明显地感受到天气的影响。在春季冰

雹、两次热浪和夏季的干旱结束之后，生

产商对高酒精、高单宁的葡萄酒感到满

意。多半的美乐在干燥的条件下采摘。

2019年9月22日起持续两天降雨，

这使得赤霞珠和未收获的美乐发生了变

化，葡萄膨胀，糖分下降，酸度上升，如同

经历了两次收获，这就是为什么2019年

份葡萄酒如此新鲜、平衡和迷人的原

因。这些酒被描述为“非常优雅甚至精

致”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年份”。

玛歌酒庄总经理 Philippe Bas-

caules 说：“就入口舒适度和风味而

言，包括紧实度，2019年份都是独特

的。”

宝得根酒庄（Chateau Pontet-

Canet）的Justine Tesseron说：“它精

准、纯正，且余味悠长，风味浓郁，有陈

年潜力。”

对于那些赤霞珠或品丽珠比例很

高的混酿葡萄酒来说，2019是最好的

年份。从梅多克（Médoc）、贝萨克-

雷奥良（Pessac-Léognan）或圣埃美

隆（Saint-émilion）的样酒中可发现

这一特点。这就是为什么我给出的最

高分是玛歌产区的玛歌酒庄（Cha-

teau Margaux，98~100分）和圣埃美

隆 的 瓦 兰 佐 酒 庄（Chateau Va-

landraud，98~100分）。

无论酒庄如何看待自己的葡萄酒，

他们都需要出售产品，那些购买葡萄酒

并销往世界各地的酒商，不愿意在困难

的市场中付出高昂的价钱。所以，酒庄

发布的价格基本都低于2018年份。

“我们的价格将下降，意味着它将

成为优质葡萄酒中的便宜货。”贝萨克

—雷奥良产区高柏丽酒庄（Chateau

Haut- Bailly）总 经 理 Véronique

Sanders说。

像 许 多 酒 庄 一 样 ，木 桐 酒 庄

（Mouton—Rothschild）、宝得根酒庄

和白马酒庄的价格均比上一年份低

30％。价格下降不到20％的酒庄似乎

显得不合时宜，意味着这一年份的葡萄

酒非常超值。

美国买家会购买这个年份的波尔

多期酒吗？进口商通常是到波尔多期

酒会上品尝，但今年这种情况没有发

生。2019年10月18日生效的25％关

税致使美国对法国葡萄酒进口量减少

了近半。由于疫情导致业务增长放缓，

许多餐馆和酒店目前无法增加其葡萄

酒库存，尤其是对于那些至少需要一年

半才到手的葡萄酒。

加州K＆L葡萄酒公司的Clyde

Beffa是波尔多期酒的定期买家。他表

示，会选购一批期酒。其他公司，例如

俄亥俄州Heidelberg Distributing公

司的Dan Greathouse，购买了比预期

更多的产品，他说待18个月装瓶之后

可能会采购更多。

一般来说，品尝新年份波尔多葡萄

酒很难令人愉悦，但2019年份令人惊

讶。我非常享受我所认定的“年份之

酒”——来自贝萨克—雷奥良产区史密

斯拉菲特酒庄（ChateauSmith Haut

Lafitte）的红葡萄酒。波尔多酒的勃勃

生机、纯粹的果味、致密的结构以及完

美的平衡，这就是2019年份波尔多的

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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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 Enthusiast撰稿人 Roger Voss

Even this young, the wines are succulent and acces-
sible. They don’t have the power and tannins of
2018 or 2016. The 2019 Bordeaux vintage is a cross
between the openness of 2009, a popular vintage for
American wine lovers, and the more structured
2010, perhaps with a little light 1999 thrown in.

欲了解更多美酒资讯，

请关注华夏酒报微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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