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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国际葡萄酒交易所（Liv-ex）

新近推出了一份题为《变化中的精品

葡萄酒购买》的报告，该报告基于对其

全球商家会员进行的一项独家调查，

探讨了全球精品葡萄酒购买者的习

惯、偏好、购买渠道以及面临的挑战。

接受调查的酒商买家有近50%表

示，直接从酒庄采购葡萄酒是他们的

首选。该渠道满足他们列出的两个最

重要的要求：价格和出处。他们的第

二优先选择是从其他专业的葡萄酒销

售商那里购买，例如进口商和分销

商。虽然这同样可以获取更多的葡萄

酒，但通常以降低利润为代价。排在

第三位的是全球葡萄酒交易平台Liv-

ex，接受调查的买家中约有1/3将Liv-

ex列为他们采购精品葡萄酒的第一或

第二选择。第四是从私人客户酒窖购

买，而拍卖仅排在第五位。

虽然这些渠道共同构成了买家们

的购买策略，但它们均为当今及未来

的葡萄酒购买者带来了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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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葡萄酒购买渠道悄然生变精品葡萄酒购买渠道悄然生变
本报记者 徐菲远 发自北京

This report explores the
habits and opinions of fine
wine buyers worldwide, and
some of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 It examines the rela-

tive strengths and weak-
nesses of their preferred
buying channels and the in-
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of technology in the trade.

大约有1/3的受访买家选择Liv-

ex作为他们的主要或次要购买渠道，

其他人则将其作为购买渠道的补充选

择。其中，信任、价格透明和供应酒款

的多样性是受访者选择这一渠道的最

常见原因。一位英国精品葡萄酒买家

表示，Liv-ex交易平台提供“透明度、

低于市场的价格、可靠的物流和付

款”，还包括“对市场价格的全面了解，

良好的市场深度信息”。

Liv-ex以每月报告、实时机会和

扩展数据分析的形式提供独家的市场

见解。该平台同时也是一个“一站式

商店”，提供16,000款独特的葡萄酒，

买家可以随时从超过4000万英镑的

已确认库存中进行选择。

与其他渠道不同，在Liv-ex上的

购买完全是匿名的：所有客户成员都

受到平等对待，看到相同的出价和要

约，并可以自由交易。Liv-ex葡萄酒

都存储在温控条件很好的仓库内。

Liv-ex还提供了一条有效缩短

供应链的途径，从而使买家更容易从

世界各地的卖家那里购买。Liv-ex

的业务遍及英国、欧洲和亚洲，并拥有

全球运输网络。交易结算按单位统一

费率收取，并由Liv-ex后勤团队协

调。“无最低限额”模式消除了合并采

购的需求，从数百个卖家处进行购买，

买家只需支付一张付款凭证和一个托

收点。

Buying o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全球性交易平台

葡萄酒收藏家的酒窖可以代表另

一个可靠的，尽管较不传统的购买渠

道。选择此选项的大多数受访者都指

出了相同的优势：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可以提供更高的利润。

一位商人说，私人收藏家“能接受

较低的价格”。另一位则表示，“当买

卖双方对于酒款的存储条件和出处达

成一致时，建立一个公平的价格很容

易”。这种购买方式的另一个主要优

势是选择范围，一位受访者指出，“大

多数酒窖都有高端和低端的葡萄

酒”。一家仅与私人客户合作的法国

零售商表示，他们“可以广泛利用客户

的酒窖”，因此购买“灵活而快捷”。

信任对于希望借助此渠道的买家

至关重要，而与上述其他选择相比，这

种渠道往往受到较少的管制。购买者

可能常常很难确定酒款的存储条件和

出处。所以，私人客户酒窖更适合单

瓶购买，而不是大量采购。在必要情

况下，买家可能还需要考虑咨询从事

收藏且具有葡萄酒零售的专业机构。

Private cellars

私人酒窖

在购买精品葡萄酒时，有26%的

受访者选择依靠其他葡萄酒专业人

士。与直接和有限数量的生产商进行

交易相比，这一选择提供了多样性，即

更多的酒款、产区和年份。但是，希望

寻找更多酒款的买家必须与众多供应

商合作，而供应链中的任何放缓，例如

更长的运输时间和延迟的交付，都可

能对营业额和盈利能力有破坏性影

响。在许多地区，酒庄可以选择与当

地的代理商合作，这一途径可为生产

商提供更广的覆盖范围和更大的简便

性。通过与多个酒庄合作，代理商和

进口商可以为其客户提供选择的多样

性和超值交易。一家法国零售商将此

列为首选渠道，原因在于他们能够提

供“种类繁多的葡萄酒”和“有利可图

的价格”。

Other professional wine sellers

其他专业酒商

直接通过生产商购买葡萄酒是最

古老的方法，葡萄酒贸易和其他供应

链都以此为基础。在价格敏感的市场

中，直接交易可以提供更高的利润率，

同时保证此类葡萄酒出处的可靠。

正如调查显示的那样，这个主要

市场仍然是最受买家欢迎的选择，主

要有两个原因：有保障的出处和最高

的潜在利润率。将中间商从三层系统

（生产商、分销商、买家）中剔除，通常

意味着支付更少的费用。大多数分销

商的利润率在28%到30%，具体取决

于购买力和与生产商的关系。

但伦敦的一位商人指出，尽管这

种方法通常可以使他们赚到最多的

钱，但还有其他一些考虑因素，例如交

易的容易程度和速度。希望直接从生

产商那里采购货源的买家通常需要自

己安排物流，这样做会产生额外的费

用，另一方面，获得所需的配额也很耗

时。显然，这种选择仅限于单个生产

商的产品，这意味着必须与多个生产

商合作，从而又增加了购买时间和成

本。此外，并非所有酒庄都提供这种

服务，一些酒庄仅与代理商和进口商

合作。

Buying wine direct from
the producer

酒庄直购

In a hugely price-sensitive market, going direct can offer
better margins. At the same time, provenance, is guaran-
teed for such wines.

This option opens up a greater variety than dealing direct-
ly with a limited number of producers; more wines, more
regions and older vintages.

Filled with exciting discov-
eries and rare wines, the
cellars of fine wine collec-
tors can represent another
reliable, albeit less conven-
tional buying channel.

佳士得、苏富比和WineBid等公

司进行的葡萄酒拍卖是人们寻求陈年

珍罕葡萄酒的常见来源。

这种方式在亚洲和北美的私人客

户中赢得了广泛的关注。2019年，来

自中国香港和美国的买家占苏富比销

售额的51%。然而，拍卖被证明是最

不受专业买家欢迎的渠道。

在拍卖会上购买葡萄酒的挑战之

一是确定价格，指导价格经常在拍卖

中被打破。2018年，两瓶1945年份罗

曼尼—康帝（Romanée Conti）分别

以558,000美元和496,000美元的价

格售出，打破了之前的所有纪录。同

一天，一箱 2006 年份拉菲（Lafite

Rothschild）的价格为5,079英镑，而

另一箱价格为6,877英镑，这可能是由

于条件差异所致。最近，在线精品葡

萄酒拍卖也越来越受欢迎。但是，无

论是在线拍卖还是现场直播，最普遍

的问题仍然是葡萄酒的出处。拍卖师

不可能核实所有委托酒款的可靠性。

为了避免失误，买家需要研究过去的

拍卖，熟悉二级市场价格，并了解特定

拍品的市场情况以及潜在的拍卖。

Buying at auction

拍卖活动

Around a third of buyers surveyed choose Liv-ex as their
primary or secondary buying channel, others favour it as
part of a complimentary buying strategy.

Wine auctions through companies like Christie’s, Sotheby’
s and WineBid are common sources of aged and highly de-
sired win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