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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一杯正规进口葡萄酒有多难
中国葡萄酒市场的格局正在发生重大
转变。
2018 年 8 月，中商产业研究院公布了
一组数据：1~6 月，中国葡萄酒进口量为
38.5 万吨，同比增长 25.8%；进口额 19.8
亿美元，同比增长 9.3%。该机构在此之前
还曾发布数据，2018 年上半年国产葡萄酒
产量为 34.1 万吨。这意味着，进口葡萄酒
的同期体量首次超过国产葡萄酒。
然而，进口葡萄酒市场的繁荣和混乱
相伴相生——假冒伪劣、以次充好、价格
虚高、价格混乱、过度包装、大桶进口罐
装冒充原瓶进口等乱象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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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拉菲至少数十种
中国酒业协会和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共同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由
于信息不对称，大部分消费者并不十
分了解葡萄酒的价格构成及定价方
法，导致价格虚高、价格混乱、过度包
装等问题大量存在；此外，一些不法
分子将国外贴标生产、散酒国内灌装
甚至勾兑调整口味的都标为进口酒；
为迎合一些消费者对陈酿葡萄酒的
追求，虚假标注年份也成为一些不法
商家欺骗消费者的惯用手段。
“ 拉 菲（LAFITE）、奔 富（Penfolds）等大品牌和波尔多等著名产区
的酒是被仿冒的重灾区。”北京农学
院食品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李德美
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央视《焦点访谈》曾报道，山寨
拉菲的厂商聚集在全国糖酒会会场
附近的宾馆里，大肆推销假酒。仅
央 视 记 者 所 见 就 有“ 拉 菲 艾 格 堡 ”
“拉菲帝国”
“拉菲领域”
“拉菲世家”
等数十种。
据报道，2017 年底，上海虹口区
公安成功破获一起假冒品牌红酒特
大 案 件 ，缴 获 假 冒 奔 富 品 牌 红 酒
14000 余瓶，涉案价值人民币 1000 余
万元。
李德美分析说，
“拉菲”或“拉斐”
并不是单纯的文字游戏，
因为中外商
标法规的差异，早期一些进口葡萄酒
品牌进入中国时忽略了中文商标注
册，为后来的“擦边球”
商标仿冒侵权
留下了活动空间。
“只要有点名气的品牌都有仿冒
的，还有假的。造假的比正规企业过
得滋润。”中国酒类流通协会葡萄酒
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祖明
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套牌酒、
分装酒的
“套路”
在中国酒业协会葡萄酒分会副
秘书长火兴三看来，
进口葡萄酒市场

混乱的一大根源是套牌酒。
所谓套牌酒其实就是假酒。不
法分子炮制套牌酒的做法一般是：
先
从正规渠道进口货柜葡萄酒，
然后在
国内找一家灌装厂直接仿造自己进
口的这些葡萄酒，在进行销售推广
时，则用进口第一批酒取得的合法全
套手续以及品质有保障的酒去欺骗
卖场和终端。
“一般消费者甚至商家很难发现
猫腻。
”火兴三告诉本刊记者，
葡萄酒
进口商把一个货柜的进口手续用在
多个货柜的酒上，这种现象一直存
在，近几年还愈演愈烈。
除此之外，
中国《食品安全法》规
定进口食品必须贴有中文标签，
但很
多时候，分销商和进口商都选择了不
贴中文背标，
这也给进口葡萄酒市场
的信息透明化人为设置了障碍。
未经检疫的套牌酒在市场上大
量流通，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损害消费
者的知情权乃至身体健康。
为了减少质量不合格的葡萄酒
大肆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酒业协会一
直呼吁，对国产酒和进口酒的检测标
准能一体化地推进和实施。
“ 应该制
定葡萄酒进口管理制度，
包括对葡萄
酒进口商和葡萄酒生产商试行双备
案和监管制，
对葡萄酒生产商试行许
可证制度；加大商检对于 GB2760 的
执行力度。
”火兴三说。
此外，
“ 散装进来，灌装出售”也
是行业内的常见做法。
“国内不少保税区新建了葡萄酒
分装中心，大桶进口原酒在这里小瓶
分装再出售到国内市场，
这些酒也算
进口葡萄酒，
这种做法本身也是合法
的贸易业务，
但是这样的产品如与瓶
装进口的葡萄酒相比还是不一样的，
销售给消费者的时候是不是明确了
这一点就很重要。”李德美告诉本刊
记者。
不过，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允许将
灌装葡萄酒标注为原产国进口。
“比
如法国的桶装酒出口以后，
就不允许
标注法国出品，还有的原产国规定，

酒标上必须注明是原瓶进口还是进
口分装。” 李德美说，
“ 可以肯定的
一点是，
分装酒的质量都不会太高。”

所以，
一方面电子商务这种新的销售
模式挤出了进口葡萄酒的价格水分，
但另一方面，
也加剧了市场乱象。”
李
德美分析认为。

价格从
“虚高”到
“虚低”
区块链技术给你一杯美酒
除了质量存疑，
进口葡萄酒价格
混乱问题也由来已久——贵，
是公众
对其的第一印象。
长期以来，
价格高高在上的进口
红酒如奢侈品一样，是彰显财力、身
份的象征。而在从事了十年进口葡
萄酒经营销售的叶野昆看来，
“ 进口
葡萄酒经常被用作馈赠礼品，
所以价
格虚高在一定程度上是消费者默许
的结果。
”
然而，随着电商的崛起，以往层
层代理转销的供应链被改变，
进口葡
萄酒的价格虚火近来年迅速下降，
甚
至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
这两年进口超市、红酒电商等进
口葡萄酒渠道商纷纷打起了“降价”
牌，进口红酒的“买一赠一”
“限时选
购”
“ 清仓特卖”等促销信息不时出
现，
遇到节假日，
折扣力度更大、周期
也更长。针对这种现象，李德美说：
“这说明，
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大
家打起
‘价格战’
，进口葡萄酒开始出
现价格
‘虚低’
的不正常现象。”
对此，
一位业内人士也对本刊记
者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 电商的加入
推动了进口葡萄酒价格的透明化，
整
体价格呈现出了下降趋势。但我不
能理解的是，电商平台‘法国原酒六
瓶仅售 39.99 元’这种过低的价格是
怎么做到的？”
事实上，套牌酒的存在，使得同
一个品牌同一种包装的进口葡萄酒，
价格从数百元到数十元，
有着数倍甚
至数十倍的差距，
这种现象如今在市
场上并不鲜见，而电商则给了套牌
酒、分装酒新的藏身之处。
“电商这样的虚拟平台会让传统
监管模式失效。比如上架时提供的
手续和给付的产品并不一样，
发货的
酒品和上架的酒品质量不一样等。

不可否认，
中国消费者整体对葡
萄酒品鉴能力不强，
认识上存在一些
误区，
也是葡萄酒市场各种乱象存在
的原因之一。市场研究咨询公司英
敏特(Mintel)发布研究报告称，目前
中国很多葡萄酒消费者依然缺乏辨
识葡萄酒真伪的能力，有近 61%的葡
萄酒消费者不知道如何辨别葡萄酒
品质的高低。
消费者初期往往都是从酒商那
里接收葡萄酒知识和文化，然而和
销售利益直接捆绑的文化传播难免
将消费者导入误区。为了更好地享
受一杯美酒，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
者开始通过学习专业课程了解葡萄
酒。全球最大的葡萄酒及烈酒资格
认证课程提供机构葡萄酒与烈酒教
育基金会(WSET)提供的最新数字表
明，在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的学年
中，其全球学员总人数持续增长，
中国成为 WSET 学员总人数最多的
国家。
“很多爱好者学习葡萄酒知识
是为了更聪明地买酒、喝酒，而不
是为了考试。大概年龄段以 25~40
岁人群居多。”ASC 精品酒业公共
关系经理龚国亮告诉 《瞭望东方周
刊》。
“目前提供第三方服务的机构
还是太少，消费者要保障自己权益
最好去正规平台购买。”火兴三认
为，进口葡萄酒乱象不能靠消费者
自救，必须靠行业、政府来规范。
在王祖明看来，在市场的调节
作用下，这些年进口酒的平均价格
是下降的，正规企业的产品品质也
是有保证的。但是，“劣币驱逐良
币”的问题仍然不容忽视。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