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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rinks Business 撰稿人

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

黄酒凝缩华夏酒文明发展史，地

处绍兴富庶之地。但是，黄酒人一度

沉迷，躺在金字招牌上安于享乐，导致

“传承千年的品质价值未得以彰显”，

“有渐渐暗淡之嫌”。

当前，黄酒发展的区域局限仍未

打破，与其他酒种相比，消费者对黄酒

的了解不深、认知不足，现代消费的场

景、仪式也未有效建立，消费者的消费

理由有待提升。

因此，所有黄酒人应该反思、觉

醒，更应该痛定思痛，“富庶之地也不

养惰性之人。老酒不思进取，未来也

不得以发展”。

目前，头部黄酒企业已形成竞合

趋势。上月在上海举办的黄酒产业

T7 峰会，龙头企业达成共识：坚决带

领黄酒产业尽快走出沉寂期，踏上突

围崛起、抱团振兴的未来之路。

当前，酒类市场已进入品质竞争、

品牌竞争的发展新阶段，消费者对品

质、品味、品牌的诉求在不断提升，所

以“面向未来，黄酒要在品质提升、品

味优化和品牌建设上狠下功夫”。

首先，在生产领域，黄酒产业要保

持坚定战略定力和品类自信，在传承

发展中，要结合数字化、智能化新技

术，围绕黄酒酿造的核心环节和核心

工序，不断加强工艺创新、研发创新和

装备升级，持续提升行业工艺规范化、

装备现代化和管理系统化水平，加快

推动黄酒产业实现提质增效、转型升

级。

坚守传统工艺基础，加强黄酒酿

造技术研究，运用数字化、智能化等新

技术，第一核心要点是以此提升黄酒

酒体功能性与舒适度，聚焦黄酒品质

提升关键共性问题，合力重塑千年黄

酒的品质价值。

消费升级时代，消费者喝的是品

位。近年来，具备中国元素和中式风

格的精美产品不断“出圈”，不仅在国

内市场炙手可热，在海外市场也正掀

起热潮，这为黄酒产业振兴带来了新

的契机。黄酒要拥抱创新，要抓住国

潮兴起的发展机遇，用文化创新、体验

创新和消费创新，努力开创酒类市场

的经典新浪潮。

品味的背后是文化。黄酒产业根

植深厚文化底蕴，讲好当代黄酒新故

事，推动跨界融合和设计创新，是在用

文化、文艺和文创焕发千年黄酒的发

展活力；要借“一带一路”建设的强劲

东风，促进黄酒国际化取得更多发展

成果，推动黄酒成为中华文化享誉全

球的金字招牌。

除了开创消费新潮，黄酒产业还

要结合酒类市场的品质需求与健康需

求，立足黄酒“慢生活”“重养生”品类

文化，加强消费场景和消费仪式的创

新，持续的提升对黄酒酒礼、酒俗、酒

诗、酒道的宣传力度，营造以黄酒为引

领的消费新文化。

品牌是黄酒进入振兴阶段的必经

之路。打造品牌精粹，要加大黄酒品

牌培育力度，加快推进产品标准共建，

开创工坊黄酒、高端黄酒新品牌，巩固

竞合发展的良好生态，携手扩展黄酒

市场的宽度，彻底扭转黄酒产业缺市

场声量、缺品牌张力、缺价值高度的发

展困局，为黄酒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

根基。

黄酒振兴，要在三方面下狠功夫

近年来，威士忌表现出了繁荣的

增长趋势，一些新装瓶的威士忌价格

飙升，超过了稀有的老年份威士忌。

这种增长是可持续的，还是泡沫终将

破裂？

“自2015年以来，单一麦芽威士忌

已经转变为身份的象征，它不仅仅被

视为一种可以消费的饮品。”威士忌顾

问兼经纪人 Mark Littler 表示。“直到

2018 年，才出现了单瓶拍卖价超过 6

位数的威士忌，而现在的拍卖纪录是

145万英镑。”他指出，这标志着市场的

模式和观念发生了转变，威士忌酒厂

越来越多地针对收藏家而不是饮酒

者，推出新装瓶的老年份威士忌和豪

华包装的无年份威士忌。此外，威士

忌与奢侈品牌的合作也越来越多。

专 门 从 事 桶 装 威 士 忌 投 资 的

Whiskey Investment Partners 研 究 发

现，其现有客户中有1/3属于千禧一代

（25-40岁），其中11%的投资者年龄在

25～34 岁，17%的投资者年龄在 35～

44岁。他还引用了去年3月苏富比烈

酒拍卖的数据，其中超过一半（54%）的

竞标者年龄在40岁以下。这证明千禧

一代越来越多地选择将资金投资于有

形资产，而不是更传统的投资。

“但矛盾的是，真正稀有的老年份

酒款的价格远低于现代版酒款。”Lit-

tler 指出，麦卡伦概念 3 号（Macallan

Concept 3）是2020年与美国平面设计

师 David Carso 合作发布的无年份威

士忌，今年7月在苏格兰威士忌拍卖会

上以750英镑的价格出售，而在旅游零

售店仅售117英镑/瓶。

这只是冰山一角。麦卡伦的另一

款 无 年 份 新 装 瓶 威 士 忌 Macallan

Archival Series Folio 1，在 2015 年以

199 英镑/瓶的价格发布，但到今年上

半年，平均拍卖价格达到7,750英镑左

右——在短短一年内上涨了4000%。

再 举 个 例 子 。 麦 卡 伦 Private

Eye和 folio 1都是没有年份声明的威

士忌，分别于 1996 年和 2015 年发布。

前者在 25 年的时间仅售出 500 次，所

以它是一个非常罕见的酒款，其在

2021 年上半年的平均价格仅为 4,470

英镑左右，在14年内上涨了25%，符合

市场趋势。而Folio 1自2015年以来

已在拍卖会上售出了 710 次，仅在

2021 年上半年就增长了 120%，Folio

2 的涨幅更高，达到 150%。“这表明买

家所看重的不仅仅是瓶中的酒液。”

Littler指出。

相同酒液的不同瓶装价格差异更

令人吃惊。Springbank 1919 50 年在

拍卖市场上以近40,000英镑的价格出

售，1980年由酒厂重新装瓶，其中一瓶

最近在苏富比以 266,000 英镑的价格

售出。

Littler认为，威士忌市场正在变得

和奢侈表市场相似。“你不会以3万～5

万英镑的价格购买百达翡丽表来报

时，这只是次要功能，”他说，“同样，买

威士忌也不是因为它的味道有多好。”

他警告说，这种需求正在为某些

可能“不可持续”的威士忌创造一种

“膨胀”效应，因为投资者缺乏了解，造

成价格严重虚高。虽然不可否认，这

些威士忌受到藏家的追捧，但他认为，

按照目前的市场价值，很难看出它们

是一种安全的金融投资。

“没有任何投资可以年复一年地

保持数倍的上涨，市场一定会进行校

正，尤其是当定价相对性已经无迹可

寻，将出现戏剧性的后果。”

“新瓶”威士忌价格飚升，与酒无关？

近几年来，酒类电商发展迅速，但

随着疫情的反复，线下渠道销售受到

重大影响，而以抖音为首的直播电商

异军突起。尤其随着明星主播的加

盟，酒类电商在传统天猫、京东之外，

又迎来了新的增长点，越来越多的传

统经销商开始瞄准酒类电商，谋求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新的突破。

然而，酒类电商的发展目前依然

存在若干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传统渠道与电商销售融合难。电

商的特点是“跨越时空”，即突破了时

间、地域的限制，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

可以买到快递所能到达的产品，这大

大突破了传统零售渠道的区域经销商

制。也正因为如此，传统渠道与电商

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跨区域销售。

传统渠道认为，电商的全面覆盖

和价格透明，是对其市场的侵占，因

此，对电商始终存在着抵制心理。而

事实上，电商作为销售平台之一，可以

实现与传统销售渠道的互补，并能覆

盖厂家招商体系未能触达的地区，从

这一点来说，电商是对厂家销售渠道

的补充，以及产品品牌力的提升。

目前，酒类电商要想做得好，有两

条路可以走，一是自主开发电商专销

产品，二是包销某一款产品。

电商渠道零售价格困局。在很多

人的心中，电商还停留在低价倾销的

印象，对此要分平台来看待。在京东、

天猫两大电商平台，已经很难实现低

价销售。因为在实际操作中，电商的

成本并不比门店低，甚至更高。对于

酒类电商而言，成本不仅仅包括平台

扣点、物流、二次包装、税费、破损，还

有庞大的流量成本、人员支出。所以，

从综合成本来说，京东、天猫的运营成

本远高于门店，唯一的优势就是地域

覆盖广，消费时间更灵活。

而拼多多、淘宝酒类电商则不然，

一方面，这两个平台的授权链条要求

不严格，平台综合成本较低，商家质量

良莠不齐；另一方面，一些产品渠道价

格混乱，导致整个市场价格的失控。

一些电商平台逐渐沦为挺价工

具。对于部分厂家而言，他们眼中所

谓的电商乱价，指的是电商以低于“招

商需求”的价格标示，目的在于促进招

商或者促进线下交易达成，标杆价一

般是实际成交价的两三倍甚至十倍。

不仅仅是厂家把电商当成了挺价

的工具，新兴的直播销售也是如此。

解决办法之一是给传统电商渠道一定

的经济补偿和广告费，毕竟电商这个

时候作为工具，促进了线下招商和其

他渠道的销售。其实，当电商平台成

为价格工具，也就是虚假标识价格，服

务于厂家招商或者其他需求，已经涉

嫌违反了《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

定》中提出的，“提供相同商品或者服

务，对具有同等交易条件的其他经营

者实行价格歧视的。”

直播电商目前存在的问题。近两

年来，以抖音为主的直播电商发展速

度飞快，而直播电商的野蛮生长背后

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也令人担忧。尤其

是低质低价的问题，以高扫码价低成

交价诱导消费的问题，以传统电商为

挺价工具诱导成交的问题，虚假夸大

宣传的问题等等。直播的乱象归根到

底是厂商寄希望于快速收割消费者。

不论是传统销售渠道，还是传统

电商渠道以及直播销售渠道，其实都

是在满足不同人群的消费习惯，都在

为消费者提供服务。从厂商角度来

说，应该满足不同购买习惯人群的需

要，差别化对待不同消费平台的做法，

归根到底是伤害消费者和品牌力。

而电商平台商家应该做的，是与

线下价格保持统一，同时保证产品质

量，保证进货渠道，为消费者提供可信

赖的产品。

玩转酒类电商，先厘清这几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