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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益鸣

2019 年，在酿酒产业呈现继续复苏的态

势下，啤酒市场呈现出了极大的变革，啤酒消

费习惯向中高端化加速推进，多元化成为了

啤酒发展的方向。啤酒行业在连续多年负增

长之后，终于迎来转机，2019 年是过去几年啤

酒行业发展最好的一年，人们对产业产销量

和市场容量的关心，逐步转向对迎接市场结

构变化趋势的准备。

高端化、多元化成为趋势
近年来，随着消费升级和我国消费者群

体构成、消费口味、观念的变化，我国啤酒市

场消费结构也随之改变，低端啤酒产品的市

场份额在逐年下降，而中高端啤酒的市场份

额则在快速增长。

以青岛啤酒为例，据其公布的 2019 年报

数据显示，青岛啤酒 2019 年销量、销售收入、

净利润持续增长，全年共实现啤酒销售量 805
万千升；实现营业收入 279.8 亿元，同比增长

5.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5 亿元，同比增长 30.2%，净利增速创十年

新高。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的一年里，青岛

啤酒实现了量价齐升。啤酒销量同比增

0.26%；吨均价同比增 5.01%。

其主品牌“青岛啤酒”共实现销量 405.1
万千升，同比增长 3.49%。产品面对中高端啤

酒消费市场进行推广和销售，并保持了在国

内中高端市场的领先地位。其中，高端产品奥

古特、鸿运当头、经典 1903、纯生啤酒”等共实

现销量 185.6 万千升，同比增长 7.08%，保持

了在国内高端市场中竞争优势。

此外，青岛啤酒正开拓“啤酒+”新业务，

为迎合多元化的市场需求 2019 年 7 月，推出

以王子海藻苏打水为代表的海洋健康饮品等

新产品。

啤酒行业的另一个龙头燕京啤酒 2019
年的年报也流露出了高端化、多元化增长的

趋势，燕京啤酒年报显示 2019 年营业收入

115 亿元，同比增长 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30 亿元，同比增长 27.76%。

2019 年燕京啤酒实现啤酒销量 381.16 万千

升，其中燕京主品牌销量 248.16 万千升，占总

销量的 65.11%，“1+3”品牌销量 350.96 万千

升，占总销量的 92.08%。

作为国产啤酒龙头之一，燕京也将“高端

化”提升为战略发展核心。为改变品牌架构单

薄与形象老化的现状，燕京啤酒加速高质量、

中高端产品的推陈出新，2019 年，除推出燕京

U8、燕京 7 日鲜、燕京八景文创产品等中高端

个性化新品外，还专门为冬奥会量身打造了

三款产品。同时推出瓶装定制服务，满足广大

消费者的个性化、时尚化、多元化、特色化的

需求，扩大了个性化中高端产品供给，使产品

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很明显，燕京通过转

型来加强高端领域核心竞争力，抢占高端啤

酒市场的份额，其势头不容小觑。

除青岛啤酒、燕京啤酒外，中国啤酒行业

的“南方霸主”珠江啤酒的高端化布局也值得

关注，其年报显示，2019 年，珠江啤酒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 42.44 亿元，同比增长 5.06%；实

现净利润 4.97 亿元，同比增长 35.77%，其啤

酒业务实现营收 40.49 亿元，同比增长

4.77%；共销售啤酒 125.79 万吨，同比+1.48%；

平均售价 3300 元每吨，同比+5.8%。啤酒业务

实现量价齐升，产品结构持续升级。

其中高端产品占比达到 90%，吨酒毛利

同比增加 19.15%。此外，据《中国酒业》杂志记

者了解，珠江啤酒在还电商渠道推出黑金罐

装纯生、高端罐装精酿、节日纪念版纯生及礼

盒套装 0 度等差异化产品；在高端渠道打造

雪堡啤酒系列全麦芽酿造概念产品。丰富产

品布局，使珠啤成为啤酒行业向高端化、多元

化转型的典范。

“后浪”的启示
国内啤酒市场的格局，经历了“百花齐放

各自安好”、“跑马圈地疯狂吞并”后，形成了

当下巨头们“多足鼎力”的局面，在动态的平

衡中，这一局面已经稳定维持多年。但在过去

的一年里，“后浪”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甚至

在某些细分领域中，影响力已经盖过“前浪”。

啤酒市场发展到如今，行业分化已经形成

共识。市场结构的深刻变化，带来产品结构发

展趋势向个性化、多元化和碎片化发展，并且

逐步影响到产业结构。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是主流市场个性化，个性化市场更加碎片化。

也因此，带来了一场行业全面的变革，作为“后

浪”之一，“精酿啤酒（工坊啤酒）”无疑是这轮

消费市场变革中的最大的受益者之一，精酿啤

酒在近几年一直被寄予厚望，被称为“啤酒业

未来的新增量”。尽管目前精酿啤酒自身还存

在许多问题，但国内精酿啤酒在处于高速发展

的阶段这是不争的事实，消费者正在逐渐认精

酿啤酒也是不争的事实。精酿啤酒为啤酒行业

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越来越多的精酿

啤酒品牌走向了超市的货架，精酿啤酒正在成

为新生代都市青年们聚会的首选。

如果说精酿啤酒给啤酒行业带来了口感

上的革新，那么乌苏啤酒则是为消费者们带

来了文化体验上的新鲜感。很难说“夺命大乌

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的了，但笔者依

然清晰的记得，第一次尝试乌苏啤酒是 2013
年 5 月在天津的一家非常正宗的新疆特色餐

馆。时隔七年，还能清晰的说出第一次尝试它

的时间、地点，也许这就是“夺命大乌苏”火起

来的根本原因吧。

来自新疆，620 毫升的大包装，以及实际

饮用过程中带来的更“猛烈”的感观印

象，都给人营造了区别于其他品牌的

饮用体验，种种因素叠加，使得乌苏

啤酒是为数不多的能进入微信朋

友圈的啤酒。

《中国酒业》杂志智库专家

欧阳千里认为，对于乌苏啤酒现

在如此火热的现象，主要是有以

下四点：一是特色产品从激烈的

啤酒竞争出脱颖而出成为“夺命

大乌苏”，度数高、容量大、新疆产

地。二是后期得到嘉士伯资本赋能，

系统化对品牌、产品进行梳理并推广。

三是借助社交媒体及线下活动迅速走红。

四是走红后借热销势头快速完成市场布局，形

成产品动销、渠道进货、品牌投放的正向循环。

任何一款产品的成功，巧劲在于传播方

式，但都需要过硬的产品品质及持续的前置

性投入。越来越多的“后浪”登上舞台，“前浪”

们维系多年的“多足鼎力”的格局，正在被“后

浪”们影响。“后浪”们的成功案例，同样值得

“前浪”们学习。

疫情不会影响啤酒业长期发展
2019 年是过去的几年里啤酒发展最好的

一年，进入 2020 年，大家对行业的预测趋势

不改，啤酒行业还会继续围绕调整产品结构，

增加利润做内部调整。但年初的疫情打乱了

啤酒行业本来的走势。

尽管啤酒行业一季度报的数据不尽人

意，但综合来讲，疫情期间对啤酒行业的发展

应该是可控的，疫情是发生在春节期间，属于

冬天，是啤酒的淡季，啤酒的消费量原本就不

多；此外啤酒的礼品属性不强，大家也很少以

啤酒做春节访亲礼品。对啤酒行业影响较深

的时期应该是疫情之后，啤酒高度依赖于线

下餐饮行业，好在国内的餐饮行业正在有序

恢复，就目前全国的防控情况来看，啤酒行业

应该不会错过今年的旺季。

■ 云酒团队

2010 年，中国白酒正值“黄金十年”。这一

年，在广东佛山，一份试图改变粤酒走向的文

件悄然出台。

2010 年 8 月，佛山市政府印发了《佛山市

白酒产业发展规划和佛山振兴白酒产业实施

方案的通知》（简称《方案》），提出到 2015 年

全市白酒产量达到 20 万吨，年销售 48 亿元、

税收 32 亿元，打造“南国酒都”。

2013 年酒业进入深度调整，“南国酒都”

遭遇挑战。

2018 年 11 月，广东石湾酒厂集团投资 3
亿元兴建的湖南临澧项目启动，粤酒首次走

出广东“北伐”。

从地产酒低迷到打造南国酒都，再到粤

酒北伐，广东地产酒走出 V 形。

10 年沧海，广东地产酒都经历哪些故事？

一车货抵不过一箱酒
广东，被誉为“中国酒业高地”。

数据显示，以出厂价计，广东省 2018 年

酒类销售总额约 586 亿元，其中白酒 235 亿，

本省地产酒占比在 10%左右。

曾任广东省酒类专卖局副局长，广东省

酒类行业协会会长的朱思旭介绍，“广东地产

酒产量很大，佛山的顺德酒厂、九江酒厂和石

湾酒厂，总产量超过 15 万吨，但销售额并不

大。”他还表示，2013 年，中国白酒行业吨酒平

均产值超过 3 万元，同期广东地产酒吨酒产

值仅 1 万元左右，差距悬殊。

2012 年，飞天茅台价格突破 2000 元，同

期广东米酒价格仅为 10-15 元，有经销商戏

谑“一车米酒抵不过一箱茅台”。

酒价偏低、缺乏利润培育市场和消费者，

品牌形象也难以提升。卖酒赚不到钱，主流商

家不愿意接盘，长此以往，恶性循环形成。

广东多大商，广东粤强、广州龙程、深圳

大水、东莞华盛等大商资本雄厚，营销模式引

领行业。但很少有广东大商主动代理广东地

产酒，“广东人卖广东酒”尚未普及。

多位广东酒业人士表示，1989 年开始，广

东 GDP 长期占据全国第一，由于经济发达、市

场广阔、流动人口数量庞大，茅台、五粮液、洋

河等名酒相继将其作为重点市场。水井坊从

这里走向全国，诸葛酿、泰山特曲、稻花香等

也曾风光一时。

“一方水养一方人，一方人喝一方酒”，广

东地产酒原本拥有天时、地利、人和优势，却

在相当长时间里输在品牌、价格、市场，成为

市场配角，让人扼腕叹息。

中国“豉香之都”梦想
广东地产酒不振，但若放在中国酒业地图

中观察，其地理、产区、工艺优势又十分突出。

发源于贵州的西江，蜿蜒曲折而下，流经

贵州、广西、广东，成为华南地区最长的河流，

也是中国第 4 大河。资料显示，截至 2010年，

广东佛山 28 家白酒企业，100 多个米酒品牌，

全部位于西江河畔。当地政府希望依托这一

优势，打造中国第二条“白酒黄金线”。

除地理优势突出外，当地打造“南国酒

都”也颇具产业基础。

广东佛山生产白酒已有 500 多年历史。

2010 年，当地的石湾酒厂、南海九江酒厂，顺

德酒厂 3 家企业年产量约 15.6 万吨，销售约

13 亿元。全市近 30 家白酒企业销量达到 16
万吨，占广东白酒总量的 60%、全国总量的

4%，在全国所有地级市中排名第三，可谓名副

其实的“酒业大市”。

更为重要的是，广东米酒独特的“豉香”，跻

身中国白酒十二大香型之一，香型和工艺独特。

2011 年 1 月，继贵州仁怀、四川宜宾获得

“中国白酒之都”称号后，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中国酿酒工业协会将第三块国家级“酒都”牌

匾—“中国豉香型白酒产业基地”授予佛山，

“南国酒都”实至名归。

前述《方案》还提出，将地产“石湾”酒、

“粤宴酒”和“凤城液”系列推荐为佛山公务、

商务接待活动用酒。同时，把石湾酒厂、九江

酒厂、顺德酒厂、三水帝一酒厂、高明华醇酒

厂等 5 家重点白酒企业纳入佛山市、区两级

“产业自主创新与结构调整”和“中小企业成

长工程”，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显然，广东打造地产酒并不缺好牌，但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数年努力，南国

酒都尚未梦圆。

有酒业人士分析，品牌缺失、价位不高、

推广乏力，成为广东地产酒崛起三大痛点。

品牌缺失。纵观仁怀、宜宾产区，茅台、五

粮液已经成为消费者耳熟能详的品牌。显然，

广东米酒缺少类似领军者。

价位不高。2010 年至今，白酒纷纷提价。

100-200元价位段成为区域酒企“基本盘”，广

东米酒价格，很多还徘徊在 10-20 元。

推广乏力。和浓香、酱香白酒相比，广东

米酒口感清雅，但是在如何走进高端消费场

景，拥抱高端消费者，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对于广东地产酒的发展路径，酒业人士

也见仁见智。

广东百年糊涂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罗玉波

表示，豉香型白酒的根和消费基础在广东，发展

出路要在广东重新启动高端市场，地产酒要在

酒质、储藏、口感与包装上逐步推向高档。

朱思旭则建议，广东本土品牌发展要思考

广东白酒年轻消费延续问题。农民工从农村流

向城市，中产阶段成为消费主体，80后、90后也

将成为经济主体。广东白酒不能坐以待毙，要在

包装、饮法、档次、文化宣传上有所创新。

粤酒的突围与梦想
“南国酒都”尚未梦圆，但历经数年探索，

广东地产酒逐渐走出困局，迈出全国化关键

一步。

2009 年，石湾酒厂又推出了 6 年埕

[ch佴ng]藏石湾玉冰烧，终端价 60 多元，以高性

价比抢占市场。同时，产品不断升级换代，目

前终端价已经超过 100 元，成为广州中档白

酒市场强势品牌。

多款产品连续成功升级换代后，石湾酒

厂相继推出玉冰烧·洞藏系列，口感清雅，酒

体“清雅纯净、丰满醇厚”，彰显“中国白酒纯

净之美”。

在品牌传播和市场推广上，石湾酒厂不

断采用跨界、圈层营销，携手热播电影《叶问

4》，多次举办“羊城范局”，推出陈太吉酒庄洞

藏直播，传递岭南元素，打造广东米酒大 IP。
数年狂奔，2019 年石湾酒厂跻身 10 亿级

酒企，公司还投资 3 亿在湖南临澧设立省外

基地，迈出“粤酒北伐”第一步。

如果说石湾酒厂是粤酒突围代表，伴随

粤酒军团壮大，更多广东地产酒开始转型甚

至走向海外。2013 年，广东长乐烧酒业推出了

高端产品“南国一品”，终端价格从 98 元到

238 元，品牌主张“广东瑰宝，米香翘楚”，希望

用 5 年时间完成全省布局。

粤酒突围，还体现在酒种和路径多元化。

广东地处亚热带，水果资源极为丰富，发展果

酒也成为地产酒路径。2018 年，广州市顺昌源

酒业在中国优质葡萄酒挑战赛上一举获得三

个金奖，涵盖百香果、荔枝、青梅等。公司青梅

酒销量在全国名列前茅。

在顺昌源酒业董事长林士莹看来，与白

酒相比，广东发展果酒可谓得天独厚，公司全

力打造荔枝酒，推广“吃粤菜、喝荔枝酒”时

尚，同时增加厂区游提供定制酒服务，在国外

设立分公司，积极布局海外市场，销量和市场

占有率年年增长。

10 年磨一剑。

号称“中国酒业高地”的广东，也有“多大

商、少名酒”的一面。2010-2020，广东地产酒

历经了低谷-挣扎-奋起，既有打造“豉香之

都”的梦想，也曾历经“恨铁不成钢”的失落。

而如今，伴随石湾、九江酒厂等的强势崛起，

粤酒的格局正在生变。广东厚重的商业文化、

活跃的民间资本、灵活的经营模式，一旦注入

酒业，很可能发生“化学反应”。

粤酒，正一步步走向自己的梦想。

73%女性面临职场压力
她的酒
能否成为缓压解药？

女性市场对于酒消费来说存在巨大的潜

力，其客单价的增速远高于男性。

很多时候喝酒是由情绪波动所引起的。

人们或因为压力、或忧虑、或高兴、或伤心，这

些情绪与酒密切相关。

相比于男性，女性被公认为是更感性的。

“她经济”的本质是悦己经济。女性饮酒除了

口感、观感、体验感、健康化以外，还会有情感

的寄托与输出。

微醺成为她的一种生活方式
随着“她能量”的爆发，现代女性地位的

提升，女性一方面在工作职场面临巨大的压

力，另一方面，由于她还没有完全从家庭中

“解放”出来，兼顾家庭的重担也需要大多数

女性来承担。

在德勤的 2019年的女性职场幸福报告中

指出，有 85%的女性希望能在工作中得到认可

和尊重，有超过 60%的女性每周工作时间 40-
60 小时，有 13%的女性工作时长超过 60 小

时。对比发达国家平均 36小时的工作时长，中

国女性担负了更多的工作压力。所以，适量饮

酒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很好的缓压方式。

于是，更多关注情绪健康的女性酒受到重

视。在酒种选择上，酒的调制及混饮，酒的包装、

营销方面更多地凸显一种格调与情感寄托。

低酒精度对女性消费者更友好。女性的

饮酒社交多出现在闺蜜聚会、外出野餐、睡前

小酌。所以，女性饮酒不是为了醉酒，更多的

倾向于烘托氛围、培养情调。但是，高度酒也

是女性消费中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

性别不是唯一划分，中性定位更受青睐

从性别层面来看，虽然目前酒消费市场延续

着男性的主流，但是饮酒小酌作为调节高雅

情调的生活方式之一，已经成为大多数女性

提高品味、增加情趣、放松身心的一项必不可

少的生活日常。

从线上消费形势来看，女性市场对于酒

消费来说存在巨大的潜力，其客单价的增速

远高于男性。

女性对于除白酒以外的其他酒种消费涉

猎明显较男性广泛，特别是甜葡萄酒的消费

金额增速已远超于葡萄酒行业整体水平。

小酌怡情，女性饮酒相比于男性更注重

感觉。如果说男性对于酒的消费是“惯性”使

然的话，女性更易因体感、手感、观感、口感尚

佳而产生“冲动消费”。

消费群体迁移：从 60后到90后
随着电商渠道异军突起，年轻人成为消

费主力已是大势所趋。这一冲击对于白酒行

业尤为明显。以前白酒的用户以 60 后、70 后

熟年群体为主。但是随着线上消费迅猛增长，

白酒消费有明显的年轻化趋势。

根据 2015 年 CBNData 发布的《酒行业

研究报告》：酒消费呈现越来越年轻化的趋

势，23-35 岁人群占比不断提升。另外，《2018
天猫酒水线上消费数据报告》显示：目前，酒

的线上消费以 80 后为主，90 后的消费占比

增长迅速，潜力巨大。

于是，迎合年轻人的消费需求成为传统

酒类竞争的主流趋势。为了吸引年轻消费群

体，传统白酒在酒精度、口味、包装、营销上都

做了很大的改变。中低度、小包装、价格亲民、

激发年轻人情感共鸣的时尚小酒广受这类消

费者喜爱。

品类升级：由单一走向多元
相对于 70 后、80 后酒消费品类的单一，

白酒消费金额占比 50%以上，90 后、95 后的

年轻消费群体对于酒的品类更加丰富多元，

除了白酒消费外，他们更愿意去购买葡萄酒

和洋酒，甚至更新奇的其他酒种。酒精度适

中、口感与色彩丰富、包装个性时尚的预调鸡

尾酒、力娇酒、伏特加、朗姆酒、金酒、龙舌兰

等多个酒种受到年轻消费者的青睐。

酒消费品类由单一走向多元给年轻消费

者带来了更丰富多彩的体验感。对于年轻一

代，特别是千禧一代的消费群体来说，对酒的

细微区别没有像老一辈那样敏感，以及品牌

忠诚度并不是很高。除了重视口感外，他们的

消费触点更多地延伸到酒的新奇感、体验感、

健康化等多个维度。

酒行业“痛点”
中国的酒消费市场在经过过去 5 年的高

速增长后，逐渐趋于成熟与理性，发展增速放

缓。目前来看，中国的酒消费主要集中在白酒、

啤酒和葡萄酒三个品类上，将近占市场份额的

九成。然而，白酒作为行业支柱，面临着严重的

消费老化问题；啤酒销量虽大，但已出现消费萎

缩的“苗头”；加之葡萄酒消费驯化需要时间。所

以，据欧睿预测：自 2018年之后，中国的酒饮市

场呈现“stagnate”，也就是停滞持平状态。

归根结底，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随着居

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消费结

构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 渊据酒仙网冤

曾“一车货不抵一箱酒”
广东地产酒十年有何变？

数字“画”啤酒：
高端多元 新生代风景

2019 年是过去

的几年里啤酒发展最好的

一年，啤酒市场也呈现出了极大

的变革，啤酒消费习惯向中高端化

加速推进，多元化成为了啤酒发展

的方向。进入2020年，大家对行业

的预测趋势不改，啤酒行业还会

继续围绕调整产品结构，增

加利润做内部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