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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瓶酒唱主角， 养生酒或成“第四极”
营销蜕变：从“渠道为王”到“文案江小白”再到“互联网+区块链”

“这是我们最近才推出的新品，将在长沙首发
投放。”10月26日，在第99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
上， 云南华茅酒业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潘志翔指着
展台上一款精致的小瓶白酒告诉记者。 三湘都市
报记者在本届糖酒会上发现， 小瓶白酒成为绝对
亮点。在大瓶白酒市场已进入红海时，小瓶白酒逐
渐成为重大酒企的发力方向。与此同时，养生类酒
或将成为国内第四大酒种。
■记者 胡锐 丁鹏志
10月26日，在长沙举行的糖酒会上，小瓶白酒成为亮点。 记者 胡锐 摄

亮点

小瓶白酒成本届糖酒会主角

云小白、小 城说 、特 水
红包小酒、鲁窖蓝光、小三
两、酒中酒霸小瓶、小神酒、
小铭堂、崃一口……10月26
日，在第99届全国糖酒商品
交易会上，小瓶白酒成为一
大亮点。约20种小瓶白酒充
斥在白酒展区， 琳琅满目，
令人应接不暇。
“我们与浏阳河酒厂合
作 ， 推 出‘小 城 说 ’ 定 制 小
酒。”10月26日，四川省汇丰
德酒业有限公司运营负责
人于岳波介绍，他们在全国
首创城市文化定制酒，即针
对每个城市的文化、 特产、
风貌等元素，专属定制出一
款小瓶白酒品牌。 目前，他
们已与深圳等十个城市的
经销商签订了合作协议。
“湖南是个白酒消费大

市场

省， 而且对品牌包容性强，
所以我们把湖南作为第一
站来打。”潘志翔介绍，今年
8月， 他们正式进军小瓶白
酒市场，并开发了一款名为
特水红包小酒的产品，目前
他们正在长沙建立渠道。
“这届秋糖会如果不在长沙
举行，我们就不会参加了。”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随
着消费场景的转变，消费者
对白酒的需求也发生了显
著变化，小聚小约饮酒已远
超政务、 商务饮酒需求，在
年轻群体中这一差距更为
明显。 越来越多的80后、90
后对于时尚消费、健康饮酒
的追求愈发明显，更喜欢小
容量白酒。小瓶酒便成为众
酒企争相进入的领域。

大酒企二次创业从“
小”做起

“大瓶白酒的竞争已很
激烈， 小瓶白酒便应运而
生。” 酒中酒霸品牌部工作
人员孙健受访时介绍，他们
是最早做小瓶白酒的一批
企业，之后就有很多企业纷
纷加入。 不过在他看来，发
展小瓶白酒是各大酒厂的
被迫之举，因为相比以前的
大瓶白酒，小瓶白酒每瓶的
利润空间小，而且需要投入
大量的额外市场费用。“
（如
果） 不是大瓶白酒不好 做
了，谁愿意做小瓶酒呢？”
“小瓶酒发展趋势凸显
下，五粮液的‘二次创业’也
加速前进。”据介绍，五粮液
旗下的小瓶酒品牌五粮头
曲被定位为五粮液公司直
营战略品牌之一，是五粮液
系列酒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担负着五粮液公司百亿

系列酒战略目标和重任，在
集团层面，也获得了大力支
持和高度关注。
业内人士介绍，小瓶白
酒大概起源于2010年，初期
市场呈“点状”分布，湖南、
四川是小瓶白酒的高地，随
后湖北、重庆也是成为重点
市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湖南市场上的小瓶白酒 品
牌有数十种之多。不过如今
随着消费氛围的扩展，小瓶
白酒在广东、江西、贵州等
市场的发展也日趋红火，并
逐渐呈现出“板块化”分布
特点。
据统计，2017年的小瓶
酒市场容量近300亿， 并且
以 每年 30%左右 的 速 度 持
续增长，未来的3-5年里，小
瓶白酒市场容量可达到500
亿甚至1000亿的规模。

业界观点

失去90后消费群体
就会失去未来

潜力

养生酒或成国内第四大酒种

在本届糖酒会上， 椰岛鹿
龟 、鹿 司令 、茅鹿 源 、 力 源 、 天
虫、 修参酒等养生酒也成为大
家关注的热点。目前，茅台、五
粮液等白酒巨头也先后启动了
保健酒计划， 保健酒的发展前
景乐观。
近年来， 我国保健酒市场
扩张迅猛， 产销两旺。2017年，
国内保健酒 产量 达 到88.82万
千升，同比增长10.23%；消费量
为 82.92 万 千 升 ， 同 比 增 长
9.47%。尽管增长较快，但相对
于白酒市场，保健酒规模有限，
2017年市场规模仅有325.4亿
元， 而同期白酒市场规模为

5654亿元，不到后者的6%。
据 《中国养生酒发展白皮
书》预测，未来五年，养生保健
酒市场规模将达到500亿元，年
度复合增长率在15%左右。保
健酒也将成为继白酒、啤酒、葡
萄酒之后， 国内酒业市场的第
四大酒种。
从销售规模来看， 实力较
强、市场表现较好的品牌，主要
包括中国劲酒、秦钟皇樽酒、椰
岛鹿龟、 张裕三鞭酒等一线品
牌；仲景药馆酒、天行健、佛也
醉养生酒、龟龄集等二线品牌，
还有国内一些知名的白酒厂家
涉足保健酒行业推出的品牌。

进入到21世纪后， 是智能制造
的时代， 消费者的选择是多样化和
个性化的时代。“大家不要以为新技
术、 高新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的白酒
行业似乎影响不大。” 中国食品工业
协会副秘书长马勇说，
“
实际上，新技
术、技术革命对于消费模式和消费方
式的影响， 现在已经深入到80后、90
后当中。 如果你在工艺上的个性化、
在风格上的个性化，在产品文化上的
个性化，在渠道上的个性化，还有消
费行为的个性化，如果不好好研究以
90后为主体的消费群体，可能白酒产
业会失去未来。”

共同培育新一代消费群体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李小刚表示，当前，
中国社会老龄化趋势加快， 消费者
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因此白酒企业
应该要主动把握人口老龄化趋势，
开创健康养生白酒时代；同时，也要
结合消费者价值观念、 生活习惯等
方面， 积极开发果酒、 鸡尾酒等品
种，共同培育新一代白酒消费群体，
避免中国白酒消费者的断层。

让消费者成为
产品创新的推动者

营销
从
“
渠道为王”到
“
互联网+区块链”
在本届秋季糖酒会上，各
酒企的营销方式各式各样。不
过说起酒营销， 不得不提起江
小白。2012年，“我是江小白，生
活很简单” 的江小白开启小瓶
白酒开挂的进程， 似乎让白酒
营销从渠道为王一下子变成了
文案为王。
不过在近期的白酒营销领
域， 又涌现了一个全新的概
—互联网+区块链。在本届
念——
秋糖会期间， 行业各大佬们相

聚一起对白酒行业的未来发展
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互联网、
区块链便是其中一个话题。
有业内人士表示， 当下酒
厂、 酒商人仍面临库存高度过
剩、营销思路乏力、消费者的碎
片化、互联网的天花板效应、新
零售的市场竞争等压力， 而区
块链的应用， 或许会让国内酒
业走得更顺畅。“区块链的核心
在于去伪存真、追踪溯源；产品
开发、消化库存。”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消费
升级， 中国市场已经进入了新用户、
新突破、新制造、新零售的时代。传统
名酒虽然有先天的良好基因和优势
资源，但是仍然要面对市场需求出现
的变化、 如何创造新的表达体系、稳
固引领者地位等这些现实问题。陕西
西凤酒营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艳花
称：“作为中国名酒企业要始终坚持
以市场和消费者为中心，从客户体验
入手，通过多种形式寻找共鸣，引导
广大消费者知酒、懂酒、喝好酒，让品
牌真正融入消费者内心，让消费者成
为产品创新的推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