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陈振翔

炎炎夏日即将来临，这是传统上啤酒的

旺季，却是白酒的淡季。加之今年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影响，白酒市场惨淡不少。

但是，从记者的采访信息综合来看，白酒市场

在今年夏季丝毫没有消费减弱的态势，反而

呈现出快速升温的良好发展势头。

深圳市酒商万先生的公司代理了 6 个白

酒品牌，有一二线品牌，也有自营品牌。由于

新冠疫情的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库存压力巨

大。针对于此，他组织员工利用新媒体，开展

无接触营销，虽然效果不是太明显，但在一定

程度上减轻了公司的运营成本。进入第二季

度，销量逐步回升，5 月明显好于 4 月，库存压

力大大减轻。

“终端动销
已恢复至正常水平的7成”

日前，记者在河南省漯河市区的一家烟

酒超市看到，店长祝先生正在组织员工卸货。

据祝先生介绍，这批酒水有 500 箱，有一二线

品牌，也有河南本土品牌。祝先生预计，这些

货将在一周内消化完毕，80%的酒水销售到餐

饮、烧烤门店。

漯河向南是驻马店市，这是一个白酒消

费大市，据不完全统计，仅 2019 年该市酒类

消费高达 40 多亿元。谈到白酒动销话题，驻

马店市酒类产业联合会会长李华伟讲到，驻

马店市场是一个包容性比较强的消费市场，

多种香型白酒在这里都有生存空间，高端白

酒市场被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洋河所占

领，从香型来说，浓香型白酒的市场氛围好于

其他。驻马店本土品牌有豫坡酒、朗陵罐酒、

棠河酒、蔡洪坊酒、天中圣典酒、状元红酒、俸

皇酒、五龙口酒等，有些品牌不但历史悠久，

而且品质也很好，但市场占有率远远不够。新

冠疫情期间，本地酒企在发挥企业责任的同

时，利用一切营销手段帮助商家动销。从 3 月

后半月至今，驻马店白酒消费不断升温，消费

量不断提升，对于酒企和经销商来说，消费旺

季比预期到来的还要早一点。

5 月 15 日，五粮液 2019 年度暨 2020 年

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在线上举办。会上，宜宾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忠玉就销量

恢复情况进行了答复：“当前消费正逐步恢

复，从 4 月的动销情况来看，终端动销已恢复

至正常水平的 7 成，5 月应该比 4 月好，6 月

应该比 5月好。我认为，中秋国庆有望恢复正

常。”

无独有偶，近日，舍得酒业在 2019 年业

绩说明会上透露，由于公司主动控制预收货

款节奏，采取降低经销商库存等多种手段减

轻经销商占款压力，二季度产品动销明显加

速，库存明显降低。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周志刚也表示，从 2020 年 4 月起，金徽酒的

市场动销水平已经恢复常态，为完成全年目

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漯河市酒业协会执行会长马建民看

来，疫情确实对白酒市场销量影响很大，从 4
月开始白酒市场有所好转，进入 5 月，消费进

一步好转，但是与往年相比还是下降了不少。

但是，近期茅台、五粮液、剑南春、汾酒、郎酒

等品牌的动销好于其他品牌，豫酒品牌仰韶、

宝丰、贾湖等品牌动销力度较大，从现状看，

白酒消费还会不断升温，5 月并没有出现消费

淡季，6 月逐渐升温，白酒消费后劲十足。

“白酒两端动销力度大，
中间升温略缓”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7109 元，同

比下降 0.7%，中位数是平均数的 83.0%。其

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10034
元，与上年持平，中位数是平均数的 85.8%;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3625 元，同比

下降 1.0%，中位数是平均数的 78.1%。其中，

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

1708 元，增长 2.1%，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

为 33.6%。

一季度的烟酒消费数据无疑揭开了二季

度烟酒消费复苏的市场基础。商超一直是真

实反映消费观念的“晴雨表”。连日来，记者在

河南郑州几大商超走访时获悉，随着白酒消

费场景的恢复，消费者的消费热情高涨，但消

费者在选购白酒品牌时多集中在一线高端品

牌和其他全国品牌中低价位，本地优势区域

品牌动销升温要快一点，其余品牌动销力度

稍微差一些。

浙江宁波名盛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亚

州表示，他们经营着一线品牌的中高端产品，

库存压力不大。宁波白酒市场的动销力度在 4
月中旬有所加大，进入“五一”，随着各种促销

活动和夜经济的复苏，白酒经销商的库存压

力减轻不少，随着宴席逐渐放开，为白酒动销

加速助力。宁波市区一线品牌白酒和部分全

国二线品牌高端白酒销量大于中端价位白酒

品牌，全国品牌光瓶酒在餐饮渠道开瓶率远

远大于其他盒装酒。此外，茅台、五粮液核心

系列酒品牌动销好于其他白酒品牌。

在万康隆酒业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守

举看来，消费者在经历这次疫情后，消费观念

和消费方式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改变，“疫情期

间网购或消费就近原则的形成加快了白酒营

销渠道和消费场景的变革。同时，消费的多元

化改变了白酒营销的性格，这就决定了白酒

两端动销力度大，中间升温略缓的局面。”张

守举认为，随着宴席市场的开放，中端价位白

酒的动销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呈现出消费强

劲态势。

江苏省酒类行业协会收藏委员会会长、

溧阳市第一糖烟酒有限公司董事长陶洪昌告

诉记者，江苏白酒消费总体结构较高，中高档

白酒所占份额较大。在溧阳白酒市场，当下相

比 4 月下旬，中高端白酒动销呈缓慢上升态

势。其中，高端白酒茅台、五粮液等市场销售

状况依旧良好;国缘、五粮春表现出较好的发

展势头。受疫情影响，动销与 2019 年同期相

比虽有所下降，但随着消费市场的稳步恢复，

动销已逐步恢复。

据湖南省岳阳市酒商谢先生介绍，岳阳

白酒市场以浓香为主，市场恢复以来，消费

需求迅猛，消费市场呈现出“两端消费”效

应，高端以茅台、五粮液、国窖 1573、水井

坊、酒鬼酒等品牌为主，低端以光瓶酒为

主，动销迅速。

谢先生的观点在湖南省酒业协会流通分

会秘书长郑应平那里得到了印证，郑应平说，

湖南市场回暖升温趋势明显，相比三四月来

说，5 月恢复得还是比较快速，除一二线品牌

和光瓶酒外，其他品牌都在发力，扩大动销。

业内人士认为，疫情打乱了白酒消费场

景，随着疫情好转，餐厅和堂食逐步开放，白

酒场景化消费回升成为夏季淡季不淡的主要

原因，而且，随着近年来的消费升级和健康饮

酒、适量饮酒的消费培育，夏季饮用白酒的消

费者数量逐年回升，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白

酒淡季不淡的消费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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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瑜宸

雷军曾说，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上天。

的确，在万物皆可播的今天，全民直播带

货的热潮扑面而来。根据企查查数据显示，

2020 年第一季度直播相关企业的注册量

1442 个，达十年来新高，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了 115%。专业机构预测，2020 年中国在线直

播的用户规模将达 5.24 亿人，市场规模将突

破 9,000 亿元。

在直播带货异常火爆下，政府官员、艺人

明星、商界大佬纷纷踩点入场，仿佛后疫情时

代，不做场直播带货就赶不上这趟时髦的列

车。酒水圈的大佬、网红们也是十八般武艺齐

装上阵，接连入局酒类直播带货，有人被“拔

草”，自然就有人被“割韭菜”。专业人士指出，

疯狂追求酒类直播带货的背后需小心繁华过

后一地鸡毛。

酒类直播 销售尚未常态化

“2 分钟卖出了超过 20000瓶葡萄酒。”

“我们准备了 13000 箱白酒，大概 400 多

万的货。5 分钟内，就销售了过万箱。”

翻看近日各大名人的直播间，酒类出现

的频率不算低，啤酒、鸡尾酒、白酒、葡萄酒等

各个酒种轮番上阵。尽管出现在罗永浩、薇娅

等直播间的酒类销售都很“火爆”，但相比化

妆品、零食等分秒下单拼手速的品类来说，酒

类直播带货在“直播经济”中并非主流。

据独立第三方监测服务商 O’Ratings 正

式发布旗下基于独创科学指标体系的 O’Rat原
ings TOP20 直播排行榜及直播监测服务的统

计，6 月 8 日-14 日的一周里，薇娅的直播收

视率第一，辛有志拿下带货王，而热度率排在

首位的是明星张庭。观看人数峰值最高的为

49.8 万，最低为 8.5 万。比最高收视率是同期

59 城电视剧收视冠军的 3 倍还多。从品类和

从业人员来看，仅有酒类销售的直播都不在

最热的榜单上。

“目前，酒类直播并没有特别火的，也不

会像化妆品一样出现很多单品。前两天，酒圈

网红‘醉鹅娘’和明星吴樾刚在抖音做了一场

直播，卖的商品也是琳琅满目。如果单纯做酒

水直播，只能赶到平台大促，比如 618 、双 11
的效果才会比较好。”山东金栀酒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文乾告诉记者。

对此，成都大成银通商贸有限公司总经

理唐松林表示，酒类在直播中是一类小众产

品，消费群体有一定的局限性。加上很多直播

平台出台了包括不同酒种在内的相关禁售类

目，目前，酒类直播销售并未实现常态化。

葡萄酒行业观察家、评论家董树国也表

示，酒是需要场景消费的品试商品，不像衣

服、电器等可以试穿、试用。开瓶即为消

费，不满意也无法享受无理由退款政策。此

外，直播人员缺乏酒类相关知识，酒品的品

牌力、信任度不确保等因素，使很多消费者

“望而却步”。

“就今天来看，酒类直播和当时酒类电商

其实本质上差不大多。直播带货，是基于电商

新媒体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业态。虽然表现

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它的本质没有变，

依旧是电商的渠道性和传播的人格化。”和君

咨询集团合伙人、酒水事业部主任李振江表

示，如果单纯从销售角度上讲，直播并不会对

酒类带来什么太大的价值或者根本性的作

用。

显然，直播带货并非提振销量的“救命稻

草”。有专业人士直言，直播带货对于商家绝

大多数都是亏本甚至是巨亏的。

入局需谨慎 一将功成万骨枯

“现在一窝蜂上的直播机构三个月后

80%会死掉，一将功成万骨枯是商业常识。”联

创资本 CEO、管理合伙人高洪庆近日在“第 14
届中国投资年会·年度峰会”上表示。

直播带货的火爆，滋生了大量的灰色产

业链。目前，从网上可以找到相当多提供视频

直播平台数据业务的商家，按需求提供套餐，

且价格低廉。据梨视频报道，电商战略分析

师、海豚智库创始人李东成表示直播数据

50%是水分。

“很多直播平台会签保底流量，这也是为

什么直播时前端数据看上去会比较漂亮，但

结合销量和观看人数对比，就会发现在直播

间刷量、吸粉，已经是平台、主播、MCN 公司公

开的秘密。”有业内人士指出，要警惕部分不

法商家通过刷单、依靠“坑位费”赚快钱。他们

往往在完成销售任务后，就不再继续销售货

物，但商家第二天会收到大批量的退货订单。

此外，直播间里的“行业壁垒”较低，同类

产品会反复出现，今天 A 品牌好，明天 B 品牌

好，后天 C 品牌还好。在没有排他性的竞争压

力下，不少商家往往都要以“全网最低价”来

吸引粉丝购买。

前不久，前淘宝直播运营负责人赵圆圆

发微博表示：“现在一场直播没几个亿都不好

意思发战报写新闻了，不要以为东西真那么

好卖，1 元秒的车按原价算销售额，打 5 折的

商品按原价成交，PV 算观看人数，个个都在

放卫星。坑位费+流量费+刷单成本+全网最低

价，商家还剩几个子?”
口红一哥李佳琦就曾在直播间里“诉

苦”，说自己经常被各大化妆品牌的经销商们

投诉，因为在他直播间里出现的化妆品售价

比经销商拿到的代理价还低，折扣有时甚至

超过海外商超价，还会有不少代购从直播间

里“囤货”。

“直播带货的本质是低价促销。但长期进

行特价带货会直接导致产品的价格体系出现

混乱，而价格体系一旦混乱势必会对原有的

线上及线下市场造成大规模冲击，可能会导

致前期付出的市场培育全部付之东流。”从事

葡萄酒电商直播的王女士对记者说，低价促

销对追求“短平快”的酒企来说，没有做市场

培育的诉求，相对适合。而对成熟酒企和品牌

来说，却不尽其然。

“从目前酒类直播销售来看，还没有出现

任何酒企拿主流大单品做低价销售。”王文乾

告诉记者，一些名酒厂进直播间多是以品宣

为主，带货为辅。

的确，在京东直播现场，张裕葡萄酿酒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健就表示，张裕旗下的

大单品、主流产品不允许降价出售。但为了给

直播间里的消费者们更加优惠的力度和更实

惠的价格，粉丝们可以按正常价格购买主流

产品但附赠一款”非主流”的产品，并且售量

仅限 2000瓶。

综合来看，酒类直播带货比一般品类的

“门槛”要高，仅靠明星流量，往往容易人走茶

凉。如果盲目入局，又会陷入赔本赚吆喝的尴

尬境地。

避免王婆卖瓜式的叫卖，做到以内容和

场景为基础，突出企业形象与产品价值。同

时，以社交互动为核心，让消费者成为代言

人，传播消费者体验。通过消费口碑、融入社

群体系，避免不可持续和一单死。

直播带货 小心繁华过后一地鸡毛
■ 苗倩

格力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由直播带货初

体验时的 22.5 万元销售额，到 6 月 1 日实现

销售 65.4 亿元，刷新了大家对企业老总带货

的新认知。在最近一档央视栏目中，谈到为何

要亲自带货时，董明珠更是直言，没有谁比她

更了解格力的产品。

疫情期间，林清轩的创始人孙来春首创创

始人直播带货方式，以“用心的内容、有趣的话

题、走心的言语”实力圈粉，为线下引流;携程董

事局主席梁建章更是放出“看我 72变”的大

招，从“化身”曹操到“变身”哆啦 A 梦，过去 60
天连续直播 11场,创下销售额近 4亿元。

越来越多的行业大佬跻身直播带货的行

列，那么问题来了，酒业大佬，要不要追赶直

播风口?纵观酒业直播，酒业大佬多是在行业

论坛、封藏酒典等活动中现身，真正走上直播

前台“带货”的，少之又少。

在北京正一堂营销咨询公司副总经理丁

永征看来，虽然万物直播是风口，但这只是头

部企业的风口。对于酒业大佬有无必要追赶

直播带货热潮，他表示，酒类消费不同于一般

的快消品，特别是白酒消费，有其自身的消费

属性和消费人群。对于酒业大佬而言，可以做

直播，但是否能“带得动货”，还有待商榷。

“品牌商、企业可以通过直播进行长期的

消费者教育，而不要在短期内把它做成一种

带货和销售的这个平台。”丁永征认为，“白酒

的消费群体大部分都是年龄稍微偏大的男

性，男性的特点就是不易形成冲动性购买。”

但在直播中，并不允许出现现场喝酒的

镜头，这就对酒类消费场景的打造打了一定

的折扣，毕竟，现场品饮并告知饮用感受，会

让直播的代入感更为强劲。前几天，在一次抖

音直播中，对于 100ml 的“谷小酒”，罗永浩就

说，喝二两达到微醺状态，是饮酒的较好状

态。对此，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院长吴天

祥明确表示：“我认为，直播带货中不能误导

消费者饮酒体验感。”

不能有饮酒镜头，不能误导饮酒体验，酒

业直播往何处去?在丁永征看来，白酒直播就

是一种传播手段。和朋友圈、视频号、广告一

样，是一种影响平台，可以做消费者的培育、增

加消费粘性，而不要短期把它做成一种带货和

销售的平台。对于酒业大佬而言，还是可以通

过直播来进行线上吸粉、线下引流，毕竟，酒业

的存量竞争不言而喻，谁抓住了热点，谁抢先

了一步，谁就赢得了市场的些许主动权。与此

同时，直播带货的背后逻辑，值得酒业学习。

近期，一篇题为《单日带货 65 亿：可能只

有董明珠，找到了直播带货的本质》的文章就

提到，董明珠的直播带货，和李佳琦、薇娅的

直播带货背后的逻辑是不一样的。董明珠的

直播带货，是由经销商在线下获得流量，然后

由董明珠在线上直播间完成转化。董明珠的

直播带货，本质上是直播分销的逻辑，经销商

的价值是引流，而直播间的价值是转化，转化

成功之后，给经销商分钱。

要不要直播，见仁见智，但是，那些勇于

追先的行业大佬、敢于创新的企业，无不在各

自的领域里收获着不同的精彩，酒业大佬不

妨借鉴其他行业大佬的精彩表现，为切割更

大的市场份额，撒播希望的种子!

■ 李强

东南沿海的鱼米之乡浙江，风景秀丽，自

古商贾云集、经济发达，民风清爽温和的浙江

人虽饮酒风气不是很浓，但对于白酒却非常

挑剔，品质上佳的绝世佳酿绝对是浙江人的

首选。

诞生于酒都宜宾的五粮液，凭借着对品

质的极致追求、馥郁浓香的独特风味征服了

味觉挑剔的浙江人，日前，在浙江开展的首场

以“五粮浓香，和美共赏，第 22 届中国国际西

湖情五粮液玫瑰婚典杭州专场”为主题的核

心消费者主题品牌鉴赏会就能看出端倪。

夜幕降临，湖光倒影，亭台楼阁间琴声悠

悠、轻歌曼舞，古装秀、灯光秀率先上演，淡蓝

纱衣间融入浓浓的传统文化元素，不失大雅、

妩媚雍容;湖上迎亲婚礼秀，身着唐装婚礼服的

新人山盟海誓、浪漫动人;歌舞表演精彩纷呈、

妙趣横生;酒品品鉴，唇齿留香、神清气爽。

活动将品鉴、观赏、交流融为一体，以实

景演绎打造了一场美轮美奂的五粮液印象，

高雅大气的婚礼秀五大篇章受到了百位参与

者的一致赞赏。

五粮液玫瑰婚典给品鉴会增加了一丝浪

漫气息，西湖美景与五粮佳酿完美相遇，一起

见证百对新人播撒幸福与喜悦，他们行三拜

大礼、挑开红盖头、互赠信物、相互拥吻……

这是五粮液见证爱情最好的承诺。

据了解，此次品鉴会只是一个浪漫开始，

杭州、湖州、嘉兴、宁波、绍兴、温州、金华、台

州还将先后开展十场品鉴会，许多消费者对

此翘首以盼。湖州一位五粮液消费者表示，自

己已收到活动邀请，活动让我们能“零距离”

地了解五粮液、品鉴五粮液、留恋五粮液，情

之所至、“爱”之归宿。

酒业大佬：
要不要追赶直播风口？

五粮液梦幻婚礼
首秀惊艳杭州

淡季不淡 白酒动销跑出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