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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rinks Business撰稿人

今世缘酒业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酒业协会副秘书长

在过去12个月里，几乎所有全球

饮品巨头的股价都出现了亏损，即便

是12月下旬偶尔出现的反弹，也没有

将它们推高至积极的势头，尽管去年

的股息丰厚。大多数公司都设法提高

了价格，并对2023年的前景发布了谨

慎但积极的预期，但只有富邑集团

（Treasury Wine Estates）和路威酩轩

集团（LVMH）的股东持有的价值没有

低于2021年圣诞节时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点需要注

意。首先，在全球经济衰退中，饮品生

产商的境况不像其他行业那么糟糕。

在全球饮品生产商中，2022 年下

跌 最 严 重 的 是 人 头 马 - 君 度 集 团

（Rémy Cointreau），其 股 价 下 跌 了

23%，金巴利集团（Davide Campari Mi-

lano）股价下跌了21%。

市场对人头马-君度的情绪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市场。在中国，

人头马是干邑白兰地的市场领军者。

因此，受春季“零感染”大范围封

锁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该公司股价

下跌。尽管随着中国政府改变防疫策

略，这些压力有所缓解，但人头马也受

到欧元兑美元走软的严重影响，包括

金巴利在内的所有其他对美出口商也

受到了严重影响。

酩悦轩尼诗（Moet Hennessy）的母

公司路威酩轩集团在2022年结束时的

股价仍与 1 月初持平，这是值得称赞

的。事实上，如果酩悦轩尼诗有足够

的库存来满足部分香槟的需求，它的

业绩会更加强劲。即便如此，路威酩

轩集团股价的反弹已经将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 Bernard Arnault 推上了全球

富豪榜的榜首。

考虑到法国出口商以欧元报告的

黯淡前景，保乐力加迄今为止将股价

下跌幅度控制在 10%以内，表现已经

非常出色。

帝亚吉欧的股价 2022 年下跌了

6%，原因是全球经济普遍低迷，而不是

任何特别负面的消息。

在大西洋彼岸，星座集团（Con-

stellation Brands）和 布 朗 — 福 曼

（Brown-Forman）的业绩反映出美国

消费衰退程度没有预期那样严重。杰

克丹尼（Jack Daniel）的所有者布朗—

福曼的股价比 2021 年圣诞节下跌 5%

多一点，星座将跌幅控制在4%以内。

与其他所有公司一样，它们受到

了对全球经济和利率上升的担忧的打

击，而运输困难的影响和原材料短缺

的影响，进一步挫伤了投资者的热情。

澳大利亚的富邑是唯一一家股价

上涨的全球性酒饮集团，其股价在

2022 年将上涨近 40%。但目前仍比

2000年圣诞节时低25%。

与此同时，全球最大的酒精饮料

集团——中国贵州茅台经历了过山车

般的一年。在去年的1月和2月，新冠

疫情消退的预期推动贵州茅台股价飙

升，但目前却出现回落，比1 月1 日的

水平低 15%，比 2 月中旬的水平低

35%。这是在去年11月宣布派发39.5

亿美元特别股息之后。

2022年最大的输家是高端预调酒

集团Fever-tree，该公司因全球经济疲

软、能源和运输成本飙升，再加上在美

国市场遭遇装瓶困难而导致利润下

降。该公司股价 2022 年下跌约 60%，

不过已从10月初的低点开始回升。

最后，还要提一下那些投资于陷

入困境的英国即饮渠道运营者。酒吧

连锁 Wetherspoon 和 Marstons 的销售

额下降了一半以上，圣诞节交易的数

字也一点都不令人鼓舞。

随着2023年的到来，每个人都希

望看到杯已半满。

2022年，全球的酒饮巨头们过得怎么样？

Ron

Emler

当前的白酒行业要高度重视产品

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品位。产品是同质

的，文化的感受是不同的，酒文化产品

有性格、有情感、有品味、有精神价值、

有文化感染力，文创产品作为文化与

产品之间的价值融合，以其高辨识度、

高认可度，自带流量，富有文化内涵等

特点，正契合当代消费者的精神需求

和宴请礼赠的实际需求，“科创+文创”

将助力中国酒业高质量创新发展。

其实，文创酒由来已久，1996年五

粮液推出了首款文创酒“一帆风顺”，

引领白酒进入产品创新的新领域；

1997年香港回归，贵州茅台推出限量

1997瓶的“香港回归纪念酒”，这也是

茅台的首款文创纪念酒。2014年茅台

首次推出马年生肖纪念酒，吸引了众

多酒企跟进，至此文创酒的开发日益

繁荣。

要做好文创酒，我认为有以下四

个基本要素需要遵循：

品质是文创的基石。酒企要为文

创产品提供高品质酒体，或是开发与

文化内涵相适应的独特品质，酒本身

就是富含精神文化品位和物质文化享

受的产品，更需要好的品质保证，无论

是文化品质还是产品内在品质，都要

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体验感受，物有

所值，物超所值。

文化是文创的精神内核。要挖掘

与品牌文化契合度高的文创元素，每

一款产品都有着不同的意义，都有属

于自己的文化，每个酒企的历史传承、

工艺传承、文化传承也都不同，文创产

品不能脱离酒企本身的文化发展、历

史源头，要二者融合，要提炼开发文创

产品的主题思想，所有的流程、文化内

核和实物展现、创意设计等都要紧紧

围绕这一主题表达，围绕品牌文化延

伸，以丰富在消费者心智中建立起来

的品牌符号。利用原生文化、文化IP

等美学特征、人文精神、文化元素，再

通过对文化的理解和诠释，将其与产

品相结合，最终形成文化创意产品。

情感共鸣和价值共识是重要的内

在驱动力。文创产品的文化价值观要

与消费者的主流价值观达成共识，产

生共振，产品文化的情感诉求，要与消

费场景，纪念意义、收藏情结和消费者

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形成共鸣，才能激

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这是产品的内

在驱动力，也是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不论IP如何强大，主角永远是品牌价

值，IP只是衬托红花的绿叶。

特色的实物呈现和包装创意是文

创酒的第一印象表达。特色的文化价

值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实物载体，好的

包装会说话，好的创意会吸引消费者，

有仪式感的陈列会引导收藏意愿，文

创产品更应该是融汇古今、沟通雅俗，

融入生活，植入场景，可以消费、可以

传承，值得收藏，赢得赞誉与爱好。

科创+文创，创领未来。当今，科

技在酒业的应用越来越得到重视，新

的技术应用延伸了文化创意空间，和

多元化的线上线下的体验，这也为文

创产品的开发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

从本质上讲，中国白酒就是文创

产品，我们喝的不仅仅是酒，更是借酒

表达的分享、感恩、感谢与怀念的情

怀。每一瓶酒都饱含着品牌文化的创

意，酒是物质的，更是精神文化的。从

文化创意的角度来看，我们现阶段的

生肖酒、纪念酒、热点事件酒，大都停

留在文创1.0时代，停留在造型上的塑

造、表面符号的引用、文字层面的表现

等，缺乏深度的融合，是酒文化的推广

阶段。而与文化IP的嫁接，在品牌文

化的传播，让文化元素深度赋能品牌

文化，能与消费者产生在情感上的共

鸣等，以及数字藏品、数字酒证的应用

与发布，与数字技术应用，跳出文化做

文化，文创酒才能进入文创 2.0 时代，

也是文化酒的新时代。

“科创+文创”助力酒业高质量发展

2023 年是今世缘的重要时间节

点，要以百亿目标推进跨越发展，以百

倍信心扛起责任担当，以百亿技改夯

实发展底气，以百折不挠彰显壮志豪

情。

2022年，今世缘全体坚定信心、聚

力前行，用不懈奋斗的姿势扛起勇挑

大梁、助力涟水冲刺百强县的责任担

当；用乐于挑战的姿态践行“五年目标

三年完成”的光荣使命，交出了一份

“以缘立誉”的醇香答卷，推进企业发

展进入新高度，各项指标再创新高，

2022 年 前 三 季 度 营 收 同 比 增 长

22.19%，净利润同比增长 22.53%。一

年来，今世缘这艘“战舰”能够乘风破

浪、行稳致远，正是得益于广大合作伙

伴和厂家间惜缘善待、务实合作，共同

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共同应对各项风

险挑战。

2023 年，百亿营收是一首难度更

高的曲谱，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立

足高质量发展，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

进，准确把握“时”与“势”、高效统筹

“稳”与“进”，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

动防范化解风险，在不确定性中寻找

确定性，打开发展新空间。坚持用前

瞻思维谋长远、系统思维谋全局、辩证

思维抓关键，用底线思维保安全，坚定

信心、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在创新中

发展，在奔跑中调整，在奋斗中分享。

坚持靠强靠大与人才培养结合、借智

引智与自立自强结合，统筹科技创新、

团队提升，布局实施可持续发展重点

项目。坚持“市场是第一车间”主体地

位，同心同愿，同向同行。

要突出目标引领，精心谋划市场

布局、各类项目、各项指标，确保质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深化营销

改革，通过改革提升制度化能力与活

力，革除破除制约市场发展的问题。

追求区域协调，力争通过3～5年，把每

个地级市打造成亿元板块，辐射周边

市场，逐步向全国化迈进。创新渠道

管理，充分认识新零售、新渠道带来的

便捷，努力让美酒消费从购酒开始就

充满享受，抢占消费者的“酒柜”“酒

桌”，培育新的增长点。提升数字营

销，以数字化营销工具赋能全渠道营

销管理与服务能力，积极主动以营销

数字化为厂商店一体化营销加持。

2023年确定为今世缘的“品牌价值提

升年”，将不断丰富和提升品牌价值，

致力让品牌更有高度、更有温度、更有

厚度。

今世缘的成功，来自今世缘人的

接续奋斗，更来自合作伙伴的鼎力相

助。百亿目标已如东方喷薄的朝日，

冉冉升起，新的一年，更多、更大的难

点、难题、难关在等待着今世缘全体去

克服、去破解、去逾越。既然“难”，就

要“苦”，必须付出艰苦努力、艰巨努

力，搬开“绊脚石”、战胜“拦路虎”，才

能踏平坎坷，苦尽甘来。

只要高扬共同奋斗之帆、把稳团

结合作之舵，一定会共创繁荣发展的

百亿新时代，今世缘这艘朝气蓬勃的

战舰也一定能迎难而上，驶向更加美

好的未来。

深化改革直面挑战，今世缘吹响冲刺百亿号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