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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酒消费长期向好态势不改 加快中国品

牌市场布局

回顾中国烈酒市场2016-2019年的发展历程，量额不断提

升，呈现稳定发展态势。虽然，2020年上半年市场发展受阻，

但已逐渐回暖，相信随着国庆节、中秋节消费热潮的到来，烈

酒进口市场将再次呈现繁荣景象。总之，烈酒消费长期向好态

势不会改变。

纵观中国烈酒进口市场情况，借鉴世界著名烈酒集团发展

经验，中国烈酒要想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必须从两方面着

手：以白酒为抓手，推进中国烈酒国际化进程；以其他烈酒品

类为辅助，增强内生发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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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酒消费长期向好态势不改 加快中国品牌市场布局

近年来，中国烈酒进口市场成熟度不断提高。虽然，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短暂改变了这种局面，

但随着国庆、中秋假期的到来，烈酒消费热度将持续提升，烈酒消费长期向好态势不会改变。未来，

中国烈酒发展必须借鉴世界著名烈酒集团发展经验，增强自身产品品质，提升产品品牌价值，拓展

新的产品品类，加快中国品牌在烈酒市场的布局。

一、中国烈酒市场进口量值情况分析

2016—2019 年，中国烈酒进口市场量值连年上升，表现出稳定的发展态势。然而，新冠肺炎

疫情的到来给进口烈酒市场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上半年烈酒进口量及进口额均受到了影响，但二季

度进口降幅较一季度有所收窄。总体来看，烈酒进口市场长期向好态势不改。

1、烈酒进口量额齐升，但在中国市场占比依旧较小

烈酒(spirits)即蒸馏酒，其特征为酒精度数高。按照习惯烈酒通常分为八大类：中国白酒

（Baijiu）、白兰地（Brandy）、威士忌（Whisky）、伏特加（Vodka）、朗姆酒（Rum）、龙舌兰

（Mezcal）、金酒（Gin）及日本清酒（Sak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2%B8%E9%A6%8F%E9%8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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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酒类进出口商分会数据显示，2016—2019年，中国进口烈酒进口量

及进口额一直呈增长态势，其中，进口量呈波动上升态势，从5912.95万升上涨到10968.72万升，

增幅高达85.5%；进口额8.73亿美元上涨到16.033亿美元，增幅高达83.6%，量额保持同步增长态势，

烈酒进口市场稳中有升，发展势头良好。

图表 1：2016-2019 年烈酒进口量情况

来源：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酒类进出口商分会 新华财经

图表 2：2016-2019 年烈酒进口额情况

来源：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酒类进出口商分会 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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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8月 19 日里斯战略定位咨询发布《2020 中国烈酒市场分析报告》显示，2019 年中国烈酒消

费额近 6000 亿人民币，年消费量约 52 亿升，占全球销售额的 22%。而 2019 年中国进口烈酒量为

10968.72 万升，仅占烈酒消费量的 2%左右。由此可见，白酒在中国市场占绝对主导地位，以白兰

地、威士忌、伏特加为代表的洋酒品类有待进一步拓展。

2、烈酒进口受疫情影响严重，二季度降幅有所收窄

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烈酒进口一改增长态势，数量及金额都出现了下滑。进口

量总计为 4407.32 万升，约占去年全年的 40%；进口额为 47056.26 万美元，约占去年全年的 29%

左右。

但是，与一季度相比，二季度烈酒进口量额同比降幅均有所收窄。2020 年上半年，烈酒进口

量同比下滑 7.97%，金额同比下滑 31.36%，进口量同比降幅较一季度收窄了 5个百分点，进口额同

比降幅同步。未来，随着新冠疫情控制逐渐恢复，烈酒进口市场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

3、白兰地稳居烈酒进口榜首，威士忌或将成为烈酒品牌下一步争夺市场

根据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酒类进出口商分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白兰地逆市飘红

持续领涨，进口量达到 4679 万升，同比增长 13.9%；进口额为 1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7%，占烈

酒进口总额的 68.3%。而据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的报告显示：就消费额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

图表 3：2020 年 1-6 月烈酒进口情况

来源：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酒类进出口商分会 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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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兰地消费市场。2020 年上半年，白兰地进口量及进口额出现了两位数的下降，但仍占烈酒进口

总额的 57.5%，稳居第一位。

2020 年上半年，威士忌进口量及进口额也出现了同比下滑，但下降幅度小于白兰地，占烈酒

进口总额的 17.9%，稳居第二，中国威士忌市场或将成为各大烈酒品牌下一步争夺的目标市场。此

外，利口酒及柯迪尔酒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进口额超越白酒，位居第三。朗姆酒及蒸馏已发酵甘

蔗产品制得的烈性酒体量虽小，也呈逆势增长，数量及金额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增长。由此可见，

当前中国进口烈酒的竞争主要是品类的竞争。

二、中国烈酒进口来源及结构分析

从进口来源看，不同国家拥有自身优势品类，发达国家凭借其国家实力获得了烈酒市场的先发

优势。2020年上半年，法国凭借其在白兰地品类中高达98.46%的市场份额，继续保持其在中国烈酒

进口市场的领先地位；与此同时，英国凭借其在威士忌品类中高达79.81%的市场份额，继续保持在

中国进口烈酒市场的优势地位。

图表 4：2020 年 1-6 月烈酒主要进口来源地情况

来源：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酒类进出口商分会 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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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烈酒也逐渐在利口酒品类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疫情之下，韩国烈酒对中国出口数量不减

反增，数量同比增长 80%，金额同比增长 78%，表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据韩联社消息，韩国酒类

制造商海特真露（Hite Jinro）近日表示，今年上半年，旗下招牌烧酒真露和果味烧酒对华出口同

比增长 58%，全年出口量有望超过 2500 万瓶，韩国烈酒在中国市场的强势发展与真露利口酒的出

口增长密切相关。

真露酒的对华营销战略值得中国白酒企业借鉴。近年来，真露酒不断调整产品品质与营销战略，

一方面，不断提升产品品质。突出真露的年轻化、时尚化、平民化、健康化内涵，并根据中国人消

费者的饮用习惯进行口感创新，使其在中国市场逐渐有了一批忠实的消费者。另一方面，加强产品

营销。在中国 3万 3000 多家超市、便利店销售，还开拓了“阿里巴巴”和“京东”等网络电子商

务销售渠道，并利用 IU 的明星流量开展系列宣传活动。

从进口烈酒结构来看，集中于高端产品市场，中低端市场存在大量机会。目前，我国进口烈酒

品牌集中度高，主要集中于人头马、马爹利、轩尼诗等高端产品品牌，消费者对除此之外的洋酒品

牌认知度比较低，因此中低端烈酒市场存在大量的市场空白。

图表 5：2020 年 1-6 月白兰地 TOP3 进口来源地情况

来源：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酒类进出口商分会 新华财经

图表 6：2020 年 1-6 月威士忌 TOP3 进口来源地情况

来源：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酒类进出口商分会 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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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白酒品牌价值，发展其他烈酒品类，加快中国品牌烈酒市场布局

中国烈酒要想获得长远发展，必须借鉴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洞悉当下烈酒市场机会。一方面，

以白酒为抓手，不断强化其产品竞争力，不断提升其品牌价值，助推中国烈酒国际化发展；另一方

面，以其他烈酒品类为辅助，积极发展中低端烈酒产品，不断布局新的产品品类，抢占烈酒市场空

白，增强内生发展力量。

1、提升中国白酒品牌价值，加快国际化步伐

2020 年，全球权威品牌价值评估机构 Brand Finance 发布了“2020 全球最有价值 50 大烈酒品

牌”排行榜。报告显示，茅台品牌价值为 393.32 亿美元，连续 5年蝉联全球烈酒第一品牌。五粮

液以 208.72 亿美元，且超过 30%的增幅位列全球第二，洋河、泸州老窖位列榜单第三、第四，古

井贡酒位居第 9。在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中国白酒品牌占据榜单前十名中的 5个位次，除洋

河以外品牌价值全部保持增长态势，充分说明了中国白酒企业的强劲品牌力量，中国白酒企业可以

以此为切入点，加快国际市场产品布局。

业内人士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使国外很多酒企受到了打击，盈利能力降低，传播力度有所下降。

对于中国品牌来讲，是个好时机。中国酒业走出去重点在白酒，可以尝试收购酒业资产，中国应该

图表 7：2020 年全球最有价值烈酒品牌 50 强 TOP10 榜单

来源：Brand Finance 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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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机遇，进入海外的主流市场，在全球市场疲弱期进行逆势扩张并购一些知名的国际酒业资产，

学习帝亚吉欧、保乐力加、嘉士伯等国际大型酒企的收购经验，借力打力，快速占领国际市场。

2、发展其他烈酒品类，抢占烈酒市场空白

据业内人士分析，全球市场和中国市场呈现出一个同样的趋势是：消费量几乎不增长，可能略

有下滑，更多的机会在于结构性竞争，也即通过品类竞争来获得自身的份额增长。因此，中国酒类

企业也可通过发展白兰地、威士忌等其他烈酒品类来获得新的赢利点。

近年来，张裕、王朝酒业、莫高股份、王朝酒业、中葡股份等十多家酒企纷纷布局白兰地产业。

其中，作为葡萄酒龙头酒企，张裕从 2018 年开始便全面实施葡萄酒和白兰地并重的发展策略，将

白兰地作为张裕股份在中国市场新的发力点。但是，张裕白兰地业务收入并不理想。2020 年上半

年，白兰地业务营收约 5.47 万美元，仅占上半年白兰地进口额的 0.02%。由此可见，对于中国酒

企而言，发展其他烈酒品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品类竞争之外，企业也可通过档次调整抢抓机遇，填补市场空白。当前，我国进口烈酒产品主

要集中于高端产品，因此中低端产品存在大量的可进入机会，中国酒企可以中低端产品为突破点，

进一步填补国内市场空缺，推进烈酒市场产业链条不断成熟，产业结构不断完善，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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