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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有机葡萄酒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有机

葡萄酒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有机葡萄酒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有机葡萄酒行业的现状、

中国有机葡萄酒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有机葡萄酒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有

机葡萄酒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有机葡萄酒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有

机葡萄酒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有机葡萄酒是指获得&ldquo;有机葡萄酿造&rdquo;认证商标的葡萄酒。其特别强调酿酒原料

的有机性，即纯天然性。葡萄来自有机葡萄园，或采取有机种植法，一概不用化学肥料和农

药。有机葡萄园连续3年采用天然的物质作肥料（如海藻、牲口粪便和植物混合肥料），并以

人工采收。在酿制过程中，特别注意天然酵母的使用、过滤和澄清方法，以提高有机葡萄酒

的质量。有机葡萄酒中不含化学添加剂，更不能以塑料瓶、聚乙烯等来盛酒。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有机葡萄酒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19年我国葡萄酒产量累计值达45.1万千升，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下降10.2%。             指标  

2019年12月   2019年11月   2019年10月   2019年9月   2019年8月   2019年7月   2019年6月       葡萄酒

产量当期值(万千升)   7.9   4.9   4.2   3.9   3.1   3   4.3       葡萄酒产量累计值(万千升)   45.1   37.2   34.7

  30.3   26.8   23.7   24.5       葡萄酒产量同比增长(%)   1.3   -5.8   -8.7   -18.8   -26.2   -25   -6.5       葡萄

酒产量累计增长(%)   -10.2   -12.1   -10.1   -10.4   -20.9   -23.1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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