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黄淑仪 美编／本版制图：林燕芳

食品周刊·行业

2019.1.30��星期三

INFORMATION TIMES

B08

保健酒行业标准2月起正式实施

业内认为，新规有望规范市场秩序，改善产品良莠不齐现状

□

信息时报记者 陈雅菲

保健酒市场逐年扩大，其隐藏的

问题也逐渐涌现。 为解决行业问题，

规范市场秩序，由中国酒业协会批准

发布的保健酒行业标准将于 2 月 1

日起实施。新标首次对保健酒进行了

明确定义， 并对保健酒的理化要求、

污染物限量、塑化剂及其他有机化物

限量等提出了重点要求。业内人士指

出，新规有望规范行业秩序，改善产

品良莠不齐的现状。

保健酒行业发展迅速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近日发布的

《中国保健酒行业产销需求与投资预

测分析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统计

数据显示，2010 年全国保健酒产量

仅为 18.42 万千升，2013 年全国保健

酒产量突破 50 万千升， 同比增长

26.66%。 到了 2016 年全国保健酒产

量增长至 80.58 万千升， 同比增长

1.13%。截止至 2017 年全国保健酒产

量达到了 88.82 万千升， 同比增长

10.23%。 预计 2018 年全国保健酒产

量将达到 97.68 万千升。

随着保健酒市场规模扩张，越来

越多的保健酒品牌出现，行业面临更

激烈的竞争。 一方面是劲酒、椰岛鹿

龟酒、竹叶青、黄金酒、 张裕三鞭酒、

宁夏红枸杞等老牌的保健酒品牌在

不断蓄力发展，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

的白酒企业也开始加入竞争。 例如，

茅台保健酒主推茅台不老酒、 茅乡

酒、 笨人煮酒、 神来醉等。 根据贵

州茅台集团27日在其微信公众号中

公布的数据显示， 茅台集团保健酒

业公司 (含白金酒公司) 2018年实现

销售收入11.04亿元， 较2017年同比

增长57.71%； 实现利润1.63亿元，

同比增长257.40%， 完成年计划的

148.25%， 实现销量2.56万吨。

在行业迅速发展的同时， 其隐

藏的问题也逐渐暴露。 上述 《报告》

显示， 市场保健酒行业鱼龙混杂，

产品参差不齐， 违法乱纪现象普遍，

极大地影响了整个行业的发展和壮

大。 因此要加大监管力度， 提高保

健酒的准入门槛、 生产标准和品质

要求。 业内人士指出， 部分企业存

在着产品中加入了养生药材， 但不

一定具备保健作用的情况， 并且多

年来在保健酒行业中， 对于某些药

材以及其他添加品的用量等问题迟

迟没有严格的标准规范。

新规明确保健酒定义

对于以上提到的保健酒行业的

问题， 接下来将有望得到改善。 记

者了解到， 由中国酒业协会批准发

布的T/CBJ5101-2019 《保健酒》 和

T/CBJ5102-2019 《保健酒生产卫生

规范》 团体标准将于2019年2月1日

实施， 首次对保健酒进行了明确定

义， 规定保健酒应取得保健食品批

号或备案， 并对保健酒的理化要求、

污染物限量、 塑化剂及其他有机化

物限量等提出了重点要求。

《保健酒》 中规定， 保健酒是

以蒸馏酒、 发酵酒或食用酒精为基

酒， 加入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原料、

辅料或食品添加剂， 经注册或备案，

并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的饮料酒。 它

适用于特定人群食用， 有调节机体

的功能， 但不以治疗为目的， 并且

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 亚急性或

慢性危害。 “之前国内并没有一个

专属的‘保健酒’ 定义， 国内保健

酒完全套用露酒或者配制酒的标准，

而露酒 (

配制酒

) 包含太多的酒种，

定义含糊， 不能完全体现保健酒特

性。 如今， 为保健酒配‘身份证’，

保健酒独立成为一大酒种势在必

行。” 中国酒业协会团体标准审查委

员会的专家表示。

此外， 新标准还对保健酒的理

化要求、 污染物限量、 塑化剂及其

他有机化物限量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重点指出， 保健酒需要符合理化要

求、 污染物限量、 真菌毒素限量、

塑化剂及其他有机化物限量、 微生

物限量等食品危害成分限量等方面

要求。

有望规范行业秩序

资深食品产业分析师、中国品牌

研究院研究员朱丹蓬表示，保健酒行

业长期处于低端化运营阶段，包括产

业端存在虚假夸大事实以及非法添

加等。 在

消费端倒

逼产业端

的节点下，保

健酒新标准

的出台， 通过对

于整个行业进行

梳理洗牌， 进而

抬高了行业 门

槛， 有利于保健

酒产业结构的提

升， 对行业的发

展和规范起到了

关键性作用。 从

长远的发展来

看， 对营造保健

酒生态平衡圈有

一定的辅助作

用。

中国保健酒

联盟成员罗蔚华认为，

造成保健酒市场乱象

最根本的原因是保健

酒具有露酒和保健品

的双重身份，且由于功

能不同，导致此前没有形成统一的国

家或行业标。 此次，新标准对保健酒

进行定义，将保健酒的原料、功能属

性区别于普通的露酒，将有助于解决

我国保健酒行业标准化面临的困境。

从长远的发展来看，保健酒行业的共

赢需建立在标准化的基础之上。

中国酒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王

琦也指出：“保健酒行业需要建立行

业标准。 行业发展势头是很强劲，但

标准不一，导致在工艺、技术方面不

足， 甚至有些添加非法材料的举动，

造成良莠不齐的现象，如何规范这个

现象刻不容缓。再者保健酒目前仍属

于小酒种，在整个行业有一定的表现

力， 但品牌在市场上的声音比较弱，

品牌的工作需要加强，以对整个行业

的推广起到推动作用，促进保健酒企

业共同进步。 ”

英敏特预计茶饮店市场未来仍有增长潜力

坚果奶饮品增势迅猛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 茶饮店饮品在

中国市场经历了销售额和销量的迅猛增

长。 英敏特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

国茶饮店市场增长在2017~2018年达到

峰值， 以14%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增至485

亿元人民币。 英敏特预测，未来几年该市

场的增长在保持稳定的同时将趋于缓

和。 英敏特食品与饮料分析师王皓认为，

由于单价进一步调涨的空间有限， 且市

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未来五年该领域

的增长率将放缓。 尽管如此，茶饮饮料品

类仍有进一步增长的潜力， 意味着新入

局的企业仍有发展空间。

调查显示， 过去3个月曾经在茶饮

店购买过饮料的消费者中，53%购买过

奶茶。 其次分别为鲜果汁饮品（以水果

为原料不含牛奶或茶，占比 48%)以及鲜

奶饮品（不含茶，占比 34%）。 英敏特指

出，虽然当前坚果奶饮品的渗透率较低

（只有约22%）， 但该比率未来将持续走

高。 事实上，超过五分之二曾经购买过

坚果奶饮品的女性消费者认为花2个小

时排队购买茶饮店饮品是值得的。

“尽管坚果奶饮品目前在中国渗透

率还不高， 但考虑到其口味及营养价

值，该比率未来将持续走高。 在奶茶或

其他奶类饮料里使用坚果奶而非动物

奶可以带来更多健康益处，并同时创造

新口味。 我们的研究还显示，坚果奶饮

品在女性消费者中更有发展潜力，因为

喜欢坚果奶的女性消费者相对更愿意

为了一杯饮品而排队数小时。 茶饮店可

以利用这一机会，推出更多针对女性消

费者宣称的坚果奶饮料，比如强调抗氧

化和抗衰老的功能。 ” 王皓说道。

信息时报记者 刘芳 陈雅菲

部

分

保

健

酒

标

准

1

、保健酒是以蒸馏酒、发酵酒

或食用酒精为基酒， 加入符合国家

有关规定的原料、 辅料或食品添加

剂，经注册或备案，并声称具有保健

功能的饮料酒。

2

、适用于特定人群食用，有调

节机体的功能，但不以治疗为目的，

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 亚急

性或慢性危害。

3

、 保健酒酒精度

≤ 68.0 (%

vol)

， 以发酵酒为酒基的保健酒、酒

精度

≤24(%vol)

的以蒸馏酒为酒基

的保健酒，应控制微生物指标。

4

、规定产品应贮存于阴凉、避

免阳光直射、通风良好的场所；不得

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挥发、易腐

蚀的物品同贮 ， 贮存温度在

5℃～

35℃

之间为宜。

5

、 对塑化剂及其他危害成分

控制进 行了 单 独 规

定 ，其中塑化剂主要

指邻苯二甲 酸 二 丁

酯应

≤1.0mg/kg

。

保健酒产品。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