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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盲盒经济大热后，越
来越多的玩家将盲盒纳入营
销重点，试图抢占年轻消费
者的注意力。这股“盲盒热”
不出预料地刮到了白酒行
业，作为一种创新销售形式，
越来越多的酒企也开始加
入。

近日，“双十一”期间各
大电商平台上，白酒盲盒活
动也层出不穷，但是不少消
费者购买后却大失所望，原
因为何？

“双十一”掀起白酒
盲盒热潮

“双十一”促销期间，山
西汾酒在其淘宝网官方旗舰
店推出了杏花村汾酒盲盒预
售活动。盲盒内产品从“商
品池内随机选择3至5款产
品自由组合，档位越高，产品
价格越高”三档价格分别为
488元、688元、888元。

商品池产品主要包括青
花 20、巴拿马 10、蓝汾、玻
汾、竹叶春等产品。其中，以
青花20价值最高，市场售价
在450元左右。该盲盒开启
了两轮预售活动，在第一轮
预售时就卖出了200多件。

华致酒行官方拍卖店也
推出了酒类盲盒，售价1499
元，玩法类型与汾酒基本一
致，称“有机会开出茅台五粮
液等白酒，更有红洋啤酒隐
藏款等你来抢”。

京东自营贵州茅台集团
店推出了 53度酱香型白酒
创意盲盒礼品，预付 1 元可
抵 300元使用，随机从商品
池里选择三款产品发出。京
东还推出了酱香习酒小酒盲
盒，里面有 6 瓶 100 毫升或
125 毫升容量的小酒，包括
郎酒、习酒、国台、董酒等六
大品牌，预售价为 99.9 元。
截至 11 月 7 日，有 25804 人
参加了预售活动。

此外，还有跨界联名款
盲盒。例如，舍得酒业旗下
沱牌酒与《新神魔大陆》手游

打造的“沱牌×神魔大陆”盲
盒、酒鬼酒×《万里走单骑》
的文创礼盒等。

部分消费者称“不值”

盲盒随机化的体验刺激
了消费者的复购率，但伴随
而来的一些问题却不容忽
视。就白酒盲盒来说，除部
分人表示满意外，很多购买
者评价是“没有惊喜，感觉不
值”。

以山西汾酒为例，其宣
称“盲盒内宝贝总价值必定
高于日常售卖价”。然而很
多购买者认为并非如此。

截至 11 月 7 日，汾酒盲
盒产品描述评分为4.1，远低
于店铺的评分4.9。一位购
买了488元档位盲盒产品的
买家评价为“与商家宣传不
一致，很不划算”，其称“收到
3瓶475毫升黄盖汾加一瓶
950 毫升黄盖汾，加一瓶蓝
汾，加一瓶38度 125毫升竹
叶春，在本地店买不超过
400 元 ，很 失 望 的 一 个 盲
盒”。

对此，汾酒方面回复，收
到酒在汾酒官方店内标价汇

总超过 688元，其他店内的
标价没有参考意义。

汾酒盲盒的宣传页面并
未标记商品池内产品的价
格，购买者需要自己去查询。

在华致酒行官方拍卖
店，一位盲盒的购买者评论
说：“已收到盲盒，共4件商
品，没有所说的 5 至 8 瓶。
其中一盒新版43度茅台，一
盒50毫升五粮液，一盒皮克
拉斯酒庄大地系列干红，一
盒格兰菲迪12年单一纯麦，
商 品 计 价 应 低 于 宣 称 的
1499元。”

知名酒企纷纷推出
白酒盲盒，原因何在？

在消费升级的趋势下，
年轻消费者逐渐成为市场消
费的主力军，年轻化也成为
酒水市场的重要发展方向。
但长久以来，传统高度数白
酒的厚重口感以及年轻人对
酒桌文化、劝酒文化的厌恶，
白酒消费的年轻化显得越发
困难。而盲盒这种类似于抽
奖的营销策略极易刺激消费
者的购买欲望，成为当下吸
引年轻群体消费的营销方法

之一。
“很明显，酒企以盲盒的

形式销售，更多地是为了进
行年轻化改造，提高品牌的
活跃度以及话题度。销售并
不是关键，关键是由这个事
件带来的话题、曝光度以及
对企业的关注度，特别是在
年轻群体里的口碑传播，应
该是企业比较看重的。”中国
酒业智库专家蔡学飞说。

从这一点上来看，酒企
对盲盒的尝试是积极的。但
盲盒的形式只能是白酒年轻
化中的一个玩法，并不能成
为白酒销售的主要形式。酒
企以盲盒的形式来开展销售
工作，销售价值非常有限，因
为酒企本身是一个显性品
牌，盲盒这种以娱乐为导向
的销售方式不是主流方式。

从保护消费者权益来
说，企业要尽量做到公正透
明，由于白酒是食品，相关盲
盒产品搭配要做到更严谨，
盲盒这种销售形式实际上是
有口碑效应的，因此酒企在
这方面应更慎重，酒企品牌
形象远远大于盲盒的销售价
值。 （肥肥）

“双十一”白酒也抽盲盒
不少消费者购买后却大呼“失望” □记者 张五阳

本报讯“我把没喝完的酒，装
进了矿泉水塑料瓶里，但是后来
再喝的时候发现一股塑料味，是
不是不能喝了？”近日，家住市区
光明路与矿工路交叉口附近的李
先生打来电话咨询。李先生很好
奇，他在市场中见过不少用塑料
瓶装的白酒，那到底是储存方式
不对，还是塑料瓶就不能用来装
白酒？

11 月 14 日，记者走访市区一
些超市了解到，有些低价位白酒
是用大塑料桶装的。在市场中，
一些散白酒也同样是用塑料瓶灌
装密封。一位散酒店主介绍，散
白酒只要避光密封保存，尽快饮
完一般没事。

那么塑料瓶到底能不能装白
酒？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市酒业
协会秘书处外宣部秘书长顾跃
峰。顾跃峰介绍，任何产品，商家
首先肯定要考虑成本。为了追求
利润，压缩成本，才使用塑料瓶装
白酒。但是白酒中除了酒精和水
之外，还有不少醇类、酯类和酸类
等有机物，同时塑料也是有机材
料制成的，其中不少成分与白酒
中的有机物结构极为相似。如果
用塑料瓶装白酒的话，这些物质
会慢慢融入酒中，喝多了对身体
不好，所以尽量不要使用塑料瓶
灌酒。

顾跃峰说，当然也不是所有
塑料瓶都不能装白酒，现在有些
稳定的塑料制品可以承载食品、
酒水，比如，PET聚酯材料，这种材
料比较耐热，而且分子结构非常
稳定，很安全，对人体没有伤害，
所以被广泛应用。另外，虽然这
种材料无害，但密封性比较差，不
如玻璃瓶，因此不宜长期储存酒
水，可以短期装瓶周转。无论哪
种塑料瓶都只适合装低度酒，高
度酒一样会与塑料发生反应。

那么白酒该如何保存呢？顾
跃峰介绍，购买的散酒或者没有
喝完的酒，最好灌入陶瓷瓶、玻璃
或不锈钢酒壶等容器中密封保
存。木桶、竹筒等最好也不要使
用，避免串味或发生反应。另外，
应注意避光，避免高温，且要尽快
饮完。

别用塑料瓶装白酒

□记者 张五阳 文/图

本报讯 为加强跨界交流
学习，促进产业对接合作，11月
13日，宝丰酒业走进河南省中
原红饮料有限公司参观交流
（如图）。双方就企业管理、品
牌文化及创新发展等方面进行
了经验分享和探讨，并达成了
后续战略合作的共识。

此次宝丰酒业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翟耀克、宝丰酒业销售
公司省内大区总监高洋、宝丰
酒业销售公司市场部经理岳
统、宝丰酒业销售公司品推经
理孟硕、宝丰酒业销售公司郏
县区域销售经理张建功、郏县

精玉阁老酒商行赵留俊等受到
了中原红饮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程新义的热烈欢迎。

会议中，程新义介绍了河

南省中原红饮料有限公司的发
展历史以及运营规模等，分享
了曾在北京与宝丰酒的渊源，
并对宝丰酒在品牌营销等方面

提出了好的建议。他谈到，作
为家乡的名片，宝丰酒是有历
史的酒、有故事的酒，希望宝丰
酒以酒为媒，和更多企业成为
深度合作伙伴。下一步，他也
会带领团队走访宝丰酒厂，感
受十七大名酒的清香魅力。

翟耀克代表宝丰酒业介
绍了企业架构、文化、工艺及
获得的各项荣誉等。他表示，
4100 年前，仪狄造酒；940 年
前，程颢开创“程氏酿酒法”；
106 年前，宝丰酒荣摘巴拿马
万国博览会甲等大奖章。悠
久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底蕴，为
彼此之间合作赋能。岳统则
针对宝丰酒业未来的市场营

销战略进行分析，宝丰酒业拥
有广泛的品牌基础和市场基
础，针对郏县市场，未来将进
行战略性的强资源，强运营体
系的投入和支撑，强势推动品
牌建设和发展。

参观期间，翟耀克表示，中
原红饮料是一家有情怀的企
业，在这里，被浓厚的党建氛围
所感染，宝丰酒具有深厚的红
色基因，同为豫企，能够在这一
点上保持高度默契是两家企业
的荣幸和骄傲。

跨界交流，联动赋能。未
来，宝丰酒业将继续与各行各
业交流探讨，拓宽品牌发展思
路，为实现豫酒振兴镶铸动力。

名酒进名企

宝丰酒业走进河南省中原红饮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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