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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rinks Business撰稿人

汾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把握新机遇：促中国酒业与健康

产业融合发展。

第一，技术创新的升级。一款高

品质的露酒，它一定是在传承和创新

的基础上产生的，包括基酒酿造的传

统优势和配制技术的创新赋能。技术

上的不断突破，决定了露酒将成为未

来酒业版图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

第二，消费文化的升级。露酒是

历史文化与健康理念的经典融合。露

酒脱胎于中国传统酒文化与中医药文

化，特别是现代人对生命的意义感、价

值感、幸福感的追求，都应该是露酒发

展谋求的更高目标。

第三，产业价值的升级。露酒是

酒类的商品属性和社会价值的深度融

合。露酒不仅提供了酒类的商品属

性，同时也体现了不可替代的社会价

值，为中国酒业与健康产业的融合发

展，提供了更加宽广的可能性。

推动新实践：走出露酒产业新路。

第一，以品牌为龙头，高举高打推

动露酒高质量发展。只有抓住了品牌

这个龙头，才能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

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二，以产业链为主干，打造高含

金量一体化产业链。高含金量，在产

品上的突出表现就是“高品质+高附加

值”，主要体现在“品质化、融合化、数

智化”三个方面。品质化就是要从工

艺上持续提升产品品质，从根本上满

足消费升级的需求，形成“好产品自己

会说话”的口碑效应；融合化就是要在

产业上下游提高附加值。瞄准高附加

值的健康原料、健康产品和健康服务，

让广大消费者感受到露酒的“高品质+

高附加值”；数智化就是要提升产业链

的整体效能。实施产供销研流程重组

和信息化建设，形成以大数据、智能化

为脉络的完整体系。

第三，以创新为抓手，打造高含新

量创新平台。露酒要实现“高含金量”

的发展，必须持续提升在科技创新和

模式创新上的“含新量”。

第四，以健康产业为延伸，打造高

含绿量健康产业集群。露酒可以从酒

类产业链、健康产品供应链以及健康

文化产业等多方面、多维度拓展延伸

健康价值，从而满足消费者更深层次

的健康需求。在品牌上，共同把露酒

打造成健康消费领域的超级文化 IP；

在布局上，瞄准消费升级需求，抢占消

费认知高地；在合作上，拓展与大健康

领域高水平企业的跨界合作，加速推

动露酒产业整体出圈。

开创新未来：携手推动中国露酒

产业高质量发展。

第一，共创露酒发展新生态。提

高站位，在行业竞合发展中打造新生

态，共同创造健康可持续的发展环

境。坚持精益求精的品质追求，共创

优秀的中国露酒价值；倡导对消费者

身心裨益的产品理念，共创对消费者

负责的健康消费环境；坚持绿色可持

续发展理念，践行“双碳”目标，共创绿

水青山的生态环境。

第二，共谋露酒发展新突破。系

统思维，在关键要素建设上取得新成

果，共同建设一批核心标杆项目。探

索比如机械化、智能化生产方面的研

究，将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

深化产学研创新合作，强化需求牵引

式科研联合攻关，推进智慧工厂、智慧

企业建设等等。

第三，共建露酒发展新格局。精

准施策，在产业经营模式上实现新突

破，共同构建中国露酒发展新格局。

发挥露酒行业头部企业作用，促进产

业链向两端延伸、向尖端布局、向高端

攀升；致力创新发展，加快生产方式、

经营模式的变革；强化市场思维，继续

发挥露酒自身优势，主动融入到国家

大健康产业集群的建设上来。

露酒发展要把握新机遇、推动新实践、开创新未来

对比清香和酱香我们发现，现在

很多经销商都开始关注清香品类，大

家都在讨论清香的发展会不会按照酱

香的脉络往前演变？但笔者认为，目

前很多特色产区的清香还不太适合做

赛道切换，大部分特色产区的清香走

的还是区域酒企的路线，不宜过早切

换到清香赛道。

清香的产区有很多，除了山西的

核心清香产区，河南、西北、湖北等地

也都有，但目前需要正确看待赛道切

换的问题，将自己企业定位为清香型

企业进入清香赛道，还是短时间内依

然在地域型企业的赛道运营，这是很

多特色清香产区的企业需要思考的问

题。那么，未来清香品类如何发展？

清香品类的风速看汾酒。清香品

类的发展风速决定权在于汾酒，一句

话概括就是——汾酒快则清香快，汾

酒慢则清香慢。意思就是，接下来如

果汾酒的发展速度很快，则整个清香

品类崛起的速度就会很快，但如果汾

酒发展的速度很慢，那么整个清香品

类发展的速度也提不起来。

清香全国势能看核心产区。任何

品类的发展背后都要有核心产区的支

撑，清香品类要想发展，一定要专注杏

花村、吕梁等山西核心产区的建设。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这里面有个

关键的道理叫——品类崛起看龙头企

业。品类未来是否有发展空间，就要

看这一品类中是否出现龙头企业。这

几年为什么市场会谈论清香，是因为

整个汾酒突破了200亿。此外，还有一

点，就是品类未来是否能够爆发，关键

在于是否形成龙头产区，如果没有龙

头产区，该品类未来的增长也只能是

温和性增长，不会出现爆发式增长。

清香品类繁荣看二线。清香的二

线相当于汾酒来说，就是晋善晋美、乔

家大院、汾阳王等企业。

我们从酱香崛起可以看出，茅台

很早就坐上了行业龙头老大的宝座，

但酱香依然在一定时间内没有热起

来，真正助推酱香火热的最终还是习

酒、金沙、钓鱼台等二线的酱酒企业。

所以，清香的品类繁荣也是要看二线

清香企业，二线阵营的活跃度决定了

清香品类全国的繁荣度。否则，即使

汾酒规模做得再大，二线品牌没起来，

也不会带来清香在全国市场的繁荣。

主线产品运营商模式是清香发展

的加速器。我们经常探讨，清香企业

全国化该如何去做？首先，不能直营

直销；其次，也不是定制开发、买单运

营、主品运营、小区域竞销等模式。当

下适合清香的最优模式是主线产品的

运营商模式，这将成为清香品类走向

全国、清香企业和品牌走向全国的一

个加速器。清香未热，大商还在观

望。这种背景下，我们就要通过运营

制进行市场全面的提速，所以，主线产

品的运营商模式是清香品类在全国化

进程中的首选模式。

当下二线核心是基础市场和占

位。清香二线酒企这么多，主要的工

作是什么？有两点：一是要有基础市

场，不要到处跑马圈地，这样享受不了

接下来的品类发展红利。所以，二线

清香要想最大化获得清香崛起红利，

从今年开始就要注重基础市场的建

设，包括山西市场的建设、环山西市场

的建设，以及全国比较有潜力的样板

市场的建设；二是要做好品牌占位，未

来谁能占领消费者心智，谁就能得到

消费市场的品牌占位。

清香崛起，不会走酱香的道路

精品葡萄酒通常被视为“抗通

胀”，在经济挑战时期能够吸引寻找硬

资产的投资者，但伦敦国际葡萄酒交

易所（Liv-ex）8月市场报告显示，Liv-

ex 100 和 Liv-ex 50 两大指数两年多

来首次下跌。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前景

开始影响精品葡萄酒？

在其 8 月市场报告中，跟踪二级

市场100种最受追捧的精品葡萄酒价

格表现的基准指数——Liv-ex 100下

跌 0.3%，这是自 2020 年 6 月以来的首

次下跌。在那之前，它已经连续24个

月上涨，在此期间上涨了36.1%。

该月度报告还指出，追踪波尔多

一级酒庄的Liv-ex 50也出现了类似

的趋势，下跌 0.9%，罗纳 100（Rhone

100）也下跌 1.1%，世界其他地区 60

（the rest of the world 60）下跌 0.8%。

报告警告称，“更广泛的全球经济前景

的压力开始在一定程度上给精品葡萄

酒带来压力。”

尽管如此，Liv-ex 也注意到了更

多有希望的迹象，香槟和勃艮第的需

求 没 有 下 降 的 迹 象 —— 香 槟 50

（Champagne 50）上涨了3.1%，而勃艮

第 100（Burgundy 100）也上涨了1.2%，

更广泛的波尔多 500（Bordeaux 500）

和意大利 100（Italy 100）则分别上涨

0.1%和 0.3%。与此同时，二级市场最

广泛的指数Liv-ex 1000上涨0.4%，今

年迄今的增长率达到11.6%，在过去5

年中增长了49.5%，Liv-ex报道指出这

意味着“二级市场在面临外部压力时

具有更大的韧性”。

此外，今年迄今为止，所有7项指

数都出现了正增长，尽管毫无疑问，随

着其他地区重要性的增加，波尔多葡

萄酒的市场份额更加低迷。

Cult Wine Investment 的首席投

资官Olivier Staub表示，“我没有看到

这一下降与我们所看到的兴趣类型之

间存在高度相关性。我们看到很多人

倾向于‘真正的资产’，而葡萄酒就是

其中之一。对我们而言，市场对作为

资产类别的葡萄酒的兴趣从未如此高

涨。”他指出了一些需要考虑的其他因

素。“这是综合因素造成的。一个是近

期股市回升的影响，我们看到大多数

股市指数从一个非常糟糕的开局到目

前都有反弹。”因此，人们可能会倾向

于重新关注传统资产类别，将投资多

元化到葡萄酒等硬资产，以保护自己

免受更传统资产类别下跌的影响。

此外，汇率也是一个因素，因为葡

萄酒往往以英镑和欧元计价，现在以

美元计价更便宜，因此近几个月来也

表现在葡萄酒价格上。“我不认为这一

下跌总体上是由经济环境推动的。”

Staub总结道。

波尔多指数（Bordeaux Index）在

线交易平台 LiveTrade 首席执行官

Matthew O'Connell表示，尽管2022年

第二季度葡萄酒价格上涨的速度有所

放缓，但其自身指数显示在 7 月份上

涨了 0.8%，8 月份上涨 0.4%，截至 8 月

底涨幅超过10%，他称之为“无论怎样

看都非常强劲”。

Staub 对此表示认同。“市场已经

连续24个月保持显著增长，一些地区

在过去两年中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你不可能期望每个月都保持增长。”他

说，“但趋势肯定是积极的。”

经济前景将影响精品葡萄酒市场？

华策咨询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