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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rinks business撰稿人

国家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副主任

在中国对进口澳大利亚葡萄酒征

收高额关税超过18个月后，这一举措

的影响已被证明是广泛而严重的，摧

毁了该行业最赚钱的海外市场——每

年出口额超过10亿澳元。

生产商努力弥补这一政策所带来

的损失并取得了一些成绩，最显著的

例子是富邑葡萄酒集团（TWE）旗下

的奔富品牌，其战略是从多个原产地

发布葡萄酒，包括加州和即将到来的

法国和中国。但是，对于更广泛的澳

大利亚葡萄酒行业来说，最糟糕的情

况可能还没有到来。“最大的影响是向

中国出口的公司数量下降。”澳大利亚

葡 萄 与 葡 萄 酒 协 会（Australian

Grape&Wine）首 席 执 行 官 Tony

Battaglene 说。“之前约有 1500 家企业

向中国出口葡萄酒，现在这一数字下

降到500家左右。”

鉴于关税之高——2020 年 11 月

最初为 107.1%～212.1%，到 2021 年 3

月上升至 116.2%～218.4%，这不足为

奇。这一政策对澳大利亚出口的影响

非常广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牺牲品

无疑是奔富。在关税之前，中国占其

高端Bin和 Icon系列全球销售收入的

39%；富邑亚洲收益的2/3和总收益的

30%来源于中国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您可能会认为奔

富和富邑会放弃中国市场，但事实恰

恰相反。今年早些时候，富邑宣布推

出首款在中国生产的奔富葡萄酒，首

席执行官 Tim Ford 借此机会反复强

调公司对市场的“长期承诺”。

这与其说是对关税危机的恐慌应

对，不如说是之前长期战略的加速。

奔富继在旅游零售渠道发布了425澳

元的28年白兰地Lot 1990四年后，又

发布了一款白酒加度葡萄酒，与亭诺

香槟（Thiénot）合作推出 3 款限量珍

藏版香槟，还在去年2月发布了4款高

端纳帕葡萄酒，其中两款在混酿中加

入了少量的南澳西拉。

富邑近期与领先的行业机构中国

酒业协会（CADA）签署了一份“长期、

多方位的战略合作协议”，旨在推动中

国葡萄酒行业的快速增长与发展，涵

盖技术等领域专业知识、葡萄酒教育

和品牌支持等方面。该公司还开始将

奔富的高端葡萄酒重新分配到其他市

场。King强调，在泰国、马来西亚、新

加坡、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以及美国

和欧洲的成功，也只能部分弥补在中

国大陆这一广阔市场的损失。

像富邑这样规模的公司从中国撤

离尚且如此，想象一下这对于资源有

限的小型生产商来说是多么艰难。

“以知名品牌出口高端产品的大

企业在开拓新市场方面做得很好，尤

其在亚洲。”Battaglene说，“然而，我们

现阶段只设法重新分配了大约25%～

30%的产品。”

目前供应链面临的压力，以及目

前影响全球行业的无数其他成本压

力，加剧了这种情况。如果你不能及

时向新市场出货，就不容易在这些市

场站稳脚跟。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情况

下，中国关税在收入、就业等方面对澳

大利亚葡萄酒行业造成了哪些影响？

Battaglene说：“我们还没有任何真实的

数据，现在损失开始真正严重了。”他

指出，在2022年澳大利亚收获期间，许

多地区的红葡萄品种价格几乎减半。

“这意味着种植者将退出该行业，目前

我们正与政府讨论调整方案。对许多

人来说，2023年可能会非常艰难。”

澳大利亚葡萄酒对中国的“长期承诺”能救市吗？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我

国主动担当大国责任、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迫切需要。酒行业要践

行绿色发展，打造高效、清洁、低碳、循

环的行业绿色制造体系，要加强行业

协会、商会合作，为企业搭建促进绿色

低碳发展、公众参与等方面的展示、推

广平台。为酒行业打造国家减污降碳

协同创新标杆企业、实现双碳目标奠

定坚实的基础。

随着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的影

响，气候危机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大，不

良后果越来越严重。由于全球变暖，

我们正在经历热浪、洪水、干旱、森林

火灾、生物多样性锐减和海平面上升

等一系列灾害性天气气候事件。提出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以人民的根

本利益为前提，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

安全、舒适的地球家园的迫切需求。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将应

对气候变化视为应尽的国际义务。

通过宣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既展现我国积极应对全球气候

变化、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大国担当，

又不断增强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

主动权和影响力，推动和引领国际社

会加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对于中国酒业生态发展，从宣传

教育和促进公众参与的角度提出三点

建议：一是树立企业形象，积极参与生

态价值理念和生态文化传播。结合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

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2021-2025）》和

“十四五”时期深入推进环保设施向公

众开放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要求，加强

对酒行业绿色低碳典型案列、生产技

术、工艺流程，特别是行业内低碳环保

资源循环利用领域领先企业的总体宣

传，可打造酒行业环保设施向公众开

放标杆企业，并结合生态文明宣教场

馆建设，打造新型生态环境宣传教育

基地和活态博物馆。研究与企业一起

倡导加大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全国性

宣传倡导活动，共同推进生活方式绿

色化。

二是践行绿色发展，打造高效、清

洁、低碳、循环的行业绿色制造体系。

开展酒行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课题研

究，开展国家级减污降碳协同创新标

杆企业建设。深入探讨酒行业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的潜力、存在问题以及实

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路径，为

酒行业打造国家减污降碳协同创新标

杆企业、实现双碳目标奠定坚实的基

础。加强行业协会、商会合作，为企业

搭建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公众参与等

方面的展示、推广平台。

三是加强能力建设，参与新时代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在“双碳”背景

下，对企业员工开展培训，提升干部职

工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碳排放管理、

企业“走出去”环境风险防范等方面的

能力，培养适合企业发展的生态环境

专业技术人才；参与职业教育专业教

材开发，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通

过提供资金、专家、技术、设备、实训场

所等形式支持职业院校师生开展创新

研究等。

中国为什么必须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

知趣文创总经理

7 月 14 日，中国酒业协会第六届

理事会第四次（扩大）会议在泸州召

开，会上公布了两组数据：2021年全国

酿酒产业规模以上企业总计1761家，

实 现 产 量 5407 万 千 升 ，同 比 增 长

3.95%；销售收入8687亿元，同比增长

14.35% ；利 润 194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0.86%。另外，今年1～5月，全国酿酒

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1741家；全国

规上企业总产量2241万千升，同比下

降 1.35%，累计完成销售收入 3991 亿

元，同比增长13.98%，累计实现利润总

额827亿元，同比增长39.72%。

数据是行业状态的抽象化表现，

酒类消费价格的变化背后折射出中国

酒类消费场景的演变，具体体现为追

求酒醉感的消费人群大幅降低，而酒

类的社交性需求大幅提升，并且随着

消费文化的包容性与多样性发展，健

康意识的普及，酒类对于餐饮消费的

依赖度不断降低，酒类消费总量的降

低带来了消费产品单价的上涨，表现

为对于品牌的要求变高，简单理解就

是：喝得少了，自然可以喝得好一些

了。

这种消费结构与价格的上涨为中

国酒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酒的未来发展

前景大有可为。

但是，这只是统计了规模以上酒

企的相关数据，而中国还有大量规模

以下的中小型酒企。让我们再来看一

组数据：

中国酒产业全国规上白酒企业已

经由 2016 年的 1578 家下降到去年的

965 家，白酒行业产量也由 2016 年的

1358 万千升下降到去年的 716 万千

升，均为近年来最低值，而与之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去年整个白酒销售收入

6033亿元，同比增长18.60%；利润1702

亿元，同比增长32.95%，而这其中，上

市酒企又占据大头，2021年18家上市

白酒公司营收与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3042 亿元与 1084 亿元，同比增长了

17.9%与 17.7%，白酒上市公司营收与

利润在规上酒企中的占比分别为

50.7%与64%，也就是说，在965家规模

以上酒企中，18家上市公司的销量占

一半，利润占三分之二！而茅台、五粮

液等前 5 家上市公司利润占比接近

90%……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规模以上

酒企的不断合并减少，上市公司的头

部酒企盈利能力不断走强，说明中国

酒企，特别是名酒企开始进入了新一

轮的资本扩张期，在资本的助推下，无

论是品牌曝光还是品质研发，抑或是

渠道网络，名酒企的各项优势都得到

进一步强化，马太效应越发明显，头部

“虹吸”的结果就是酒类销售资源被名

酒垄断，非名酒与区域酒企的竞争门

槛不断提高，销售成本不断攀升，存量

挤压市场环境不断加剧。

可以佐证的是，今年1～5月份的

数据表明，在产量与企业数量持续下

降的情况下，中国酒行业销售额上升

了14%，利润更是上升了接近40%，甚

至环比增长比去年还高，要知道，今年

在疫情反复、经济调整等不利影响下，

整个酒类消费市场环境与去年相比表

现低迷，但是即使如此，中国酒行业依

然取得了这样的成绩，这表明规模名

酒的增长已经成为中国酒行业发展的

主要驱动力，并且强者越强的竞争态

势正在成为行业的主流，中小型酒企

的转型发展刻不容缓。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

虽然中小型酒企的经营困难普遍存

在，但是理性地看，随着中国新一代消

费者的不断成长，健康化、个性化的消

费趋势也给中小型酒企提供了多元化

的发展机会，特别是对于一些拥有区

域文化与品质技艺代表性的酒企，只

要深深扎根于地方的经济生态中，必

然能够获得相应的产品溢价来源，从

而支撑企业的持续发展。真相或许残

酷，但是了解真相背后的趋势，亦是企

业展开市场竞争的前提条件。

透过数据读懂白酒业的现实与残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