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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18年的极高产年份之后，全球葡

萄酒产量有望连续第二年低于平均水

平。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OIV）新近公布

的2020年全球葡萄酒产量初估数据显示，

2020年全球葡萄酒产量（不包括果汁和果

泥，下同）约为258亿升，比2019年增加1%。

考虑到当前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气

候变化和新冠疫情给全球葡萄酒市场带

来的高度波动性和不确定性，这对于葡萄

酒行业来说未必是个坏消息。该数据基

于在30个国家/地区收集的信息，这些国

家/地区占2019年全球葡萄酒产量的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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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全球葡萄酒业再迎小年份全球葡萄酒业再迎小年份
本报记者 徐菲远 发自北京

After the exceptionally high
production of 2018, first esti-
mates on 2020 show for the
second consecutive year a
production volume that can be

defined as below average.
This is not necessarily to be
considered as bad news for
the wine sector given the cur-
rent context.

作为南半球主要葡萄酒生产地

区的南美，相对于2019年的产量水

平急剧下降。

在阿根廷，由于厄尔尼诺现象造

成的不利天气条件，2020年葡萄酒

产量将大幅下降17%至10.8亿升。

智利则由于干旱下降13%至10.3亿

升。两国的产量水平均远低于过去

5 年的平均水平，分别低 13%和

10%。巴西的葡萄酒产量估计为2.2

亿升，与去年相当，但较5年平均水

平下降15%。

在2018年和2019年受到干旱

严重影响的南非，2020年葡萄酒产

量估计为10.4亿升，从而回升至正

常水平。

South America:sharp decrease

南美：大幅下降

South America is the region in the Southern Hemi-
sphere that registers a sharper decrease with re-
spect to the production level of 2019.

2020年美国的葡萄酒产量估计

为 24.7 亿升，较 2019 年增长 1%。

此数据基于美国农业部对葡萄收获

的预测。

但在未来几个月中，如果有更

多有关纳帕和索诺玛山火实际影响

的信息，该数字可能会被重新修

订。因为火和烟味带来的影响可能

会导致部分葡萄无法用于酿酒。

此外，过去几年的供应过剩问

题也可能在葡萄酒生产决策中发生

作用。

US：uncertainty still exists

美国：仍存不确定性

In the USA, the preliminary estimate for wine
production is at 24.7 mhl（+1%/2019）.

预计欧盟27个成员国2020年葡萄

酒总产量达159亿升，占全球葡萄酒总产

量的62%。

欧盟国家2020年葡萄酒产量与去年

相比，情况更加多样化。以三个最大的产

酒国为例，相对于2019年，意大利下降了

1%（47.2亿升），法国上升了4%（43.9亿

升），而西班牙则上升了 11%（37.5 亿

升）。估计欧盟各国今年的产量为159.0

亿升，比2019年增加7亿升，增幅约5%。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这三个国家（占

世界葡萄酒总产量的49%和欧盟葡萄酒

总产量的81%）都显示，2020年的初估产

量水平低于或略低于最近5年的平均水

平。这是春夏季的总体有利天气状况以

及相关调控措施共同作用的结果，欧盟用

提供补贴的方式来调节产量，比如发放绿

色葡萄收获补贴。此外，在意大利、法国

和西班牙某些地区，由于全球葡萄酒市场

需求下降，生产商决定将葡萄酒产量限定

在低于2019年的水平。

从欧盟其他主要葡萄酒生产国来看，

德国（8.9亿升，+8%）、匈牙利（2.9亿升，+

22%）和奥地利（2.7亿升，+10%）的产量

与过去5年平均水平一致，甚至更高。葡

萄牙产量为6.5亿升，与2019年和最近5

年的平均水平保持一致，而罗马尼亚（3.6

亿升）和希腊（2亿升）则显著下降，分别较

2019年下降7%和2%，较最近5年的平均

值下降12%和17%。

在欧盟以外的北半球国家，俄罗斯

（4.7 亿升，+2%）和乌克兰（1.0 亿升，+

1%）等国家的葡萄酒产量较高，而格鲁

吉亚和摩尔多瓦因干旱产量分别降至

1.7亿升（-3%）和1.2亿升（-18%）。预

计瑞士的葡萄酒产量（0.9亿升）将不仅

比2019年低10%，比过去5年的平均水

平减少8%。

EU:below last five-year averages

欧盟：低于五年均值

Overall preliminary estimates for 2020 wine production in EU
countries indicate a much more heterogenous situation com-
pared with the previous years.

北半球的收获通常在8月至10月之

间进行。与春季（4月至7月）的葡萄种植

期相比，2020年的采收并未受到疫情封

锁措施的显著影响。

欧盟以 159 兆赫兹的速度代表了

2020年世界葡萄酒产量的62%。

目前，尚未获取中国葡萄产量的

数据。不过，基于 OIV2020 年 4 月发

布的关于葡萄种植行业状况报告中

概述的结构性原因，中国的葡萄酒产

量可能会继续 2016 年开始的下降趋

势。

Northern hemisphere: smooth harvest

北半球：未受疫情影响

As for the 2020 harvests, they were not strongly affected by lock-
down measures to mitigate the Covid- 19 pandemic. With 159
mhl, the EU represents 62% of the world wine production in 2020.

在大洋洲，澳大利亚的葡萄酒

产量大幅下降11%至10.6亿升，比

近5年的平均水平减少16%。减产

来自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干旱导致

产量下降，在收获季节发生了丛林

大火，并且某些地区的葡萄受到烟

味的影响。

新西兰葡萄酒产量则呈现出与

澳大利亚相反的趋势，历史上第4

年的葡萄酒产量超过3亿升，达到

3.3亿升，比2019年增长11%，与过

去5年的平均水平相比增长15%。

Oceania:the opposite trend

大洋洲：趋势相反

In Oceania, Australia registers a strong decline in
wine production volume in 2020, at 10.6 mhl.

2020年，南半球国家以49亿升

创下了过去15年来的最低产量记

录，但仍占世界葡萄酒产量的21%。

南半球的收成于上半年结束，所

以葡萄酒产量的数据往往更加准确

和可靠。总体来看，除少数例外，主

要生产国的葡萄酒产量均出现了大

幅下降。值得一提的是，新冠疫情在

收获季节蔓延，不过似乎并未对产量

产生太大影响。但是，由于不利的气

候条件，2020年南半球国家的总产

量估计较2019年约下降8%，至49

亿升。

Southern hemisphere:lowest volume in 15 years

南半球：创15年新低
Regarding volumes, a strong decline in wine production
is recorded among major producing countries, with a
few excep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