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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制氧厂温馨提示

山东省临沂制氧（医用氧）厂
医用氧国企老厂常年经营各

种工业用高纯气体：工业氧、氮

气、氩气、二氧化碳、切割气等质

优价廉，真诚为广大用户服务

电话：0539-8353146

传真：0539-8368203

地址：金雀山路与琅琊路交会处

南 50 米路西

今天

明天

多云转晴，西南风，气温
3℃ ～ 15℃

晴，西南风，气温 1℃ ～

14℃

一天 80 多位市民报名共建“开心林场”

12 日，风帆广场“不见不散”
本报 3 月 9 日讯 (记者

李欣洁)本报邀请市民共建“开

心林场”的活动启动不到一天，

就有 80 多位市民响应，并拨打

本报热线积极参与活动。在这
生机盎然的春天，为把我们与

读者共同的“开心林场”开发

好，我们与广大的读者约定，3

月 12 日上午 9 时，我们在滨河

景区风帆广场不见不散。

截至 9 日下午 17 时，报名

参加共植“开心林场”的市民已
近百名。据记者了解，这其中有

温馨的三口之家，亦有单位团

体报名；有 7 岁左右的儿童，也
有 85 岁的老人。他们为了一个
共同的目标：共植开心林场、为

临沂增添一抹绿色而走到一

起。目前本次活动仍接受市民

报名，报名电话是 8966179。

滨河景区风帆广场位于滨
河景区西岸、临沂金雀山路沂
河大桥南段 500 米处。由于报
名人数比较多，我们把集合地

点定在种树地点：风帆广场。

9 日，记者从临沂市园林

部门了解到，工作人员已经准
备了充足的树苗，且树种较为

丰富，其中以挺拔的杨树为主

要树种。杨树生长迅速，高大

挺拔，树冠有昂扬之势，且是

能最早形成遮阳作用的树。由
于报名人数比较多，本报再次

提醒市民参加活动时尽量带上

铁锨和水桶等简单的植树工

具。

姓名：毛冠栋

小名：毛毛

生日：2010 年 7 月 7

日

爱好：听音乐

宝贝趣事：我发现小

家伙还是蛮有音乐

细胞的，在家里我抱

着他的时候，只要音

乐响起，就会抱着他

晃啊晃。后来我把他

放餐椅上让他自己

坐着，他自己听了音

乐后，屁股一颠一颠

地跟着晃，哈哈，太

搞笑了。

本期明星宝宝

秀“宝”

投稿邮箱：dongqingping@126 .com 董青萍 整理

五粮液股份公司全新品牌金装上市
诚招临沂市各区县总代理商

■做生意为什么要选择

五粮液股份公司新品牌？

“十二五”开局之际
意气风发的五粮液人

站在行业的巅峰上

用智慧和汗水铸造了

“中国的五粮液、世界的五粮

液”的品牌形象和企业形象

铸就了 526 . 16 亿元的品牌价值

创造了连续 16 年雄踞中国食
品品牌价值之冠的骄人业绩

五粮液 20 年来年均增加 5 亿
利税的发展奇迹，

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五粮液
现象”

到 2009 年，提前一年完成“十
一五”利税目标

2010 年更是在很高的起点上实
现新的突破,猛增利税近 30 亿元

公司以年销售收入突破 400 亿
元

利税突破 100 亿元的骄人业绩
五粮液生意，世袭的事业
白酒产业，阳光行业
名酒品牌，身份地位象征
名酒经商，商界利率最高
百年品质，盈利持续稳定

快消品牌，资金快速周转、网络

重复盈利

上市企业，诚信可靠 站在巨

人肩膀更容易成功

■五粮液股份公司为什么

开发全新品牌 金装上市？

市场调查发现，每次宴请贵宾，

客人都说喝水晶盒五粮液股份公司

酒……在众多客人的心目中“水晶

盒”成了五粮液股份公司精品的化

身;五粮液股份公司“水晶盒”酒就是
中国的名酒。客人越尊贵选酒越集
中点“水晶盒”包装酒，这是多少年

人们普遍消费形成的一种自然习

惯。顾客地位、品位越高，越必选五

粮液公司“水晶盒”酒，以之彰显尊
贵。为了解决市场需求，盛意表达款

待之情，五粮液股份公司新品牌水

晶盒金装上市，从里到外保持了五

粮液公司系列酒传统风格，还是 52

度畅销型酒度，还是畅销的水晶盒

包装，以更大气为荣，以更豪华为

尊。五粮液公司不仅用全新水晶盒

包装酒表示出中国古老文化的底

蕴，还彰显出中国白酒大王的地位。

五粮液股份公司“水晶盒”豪华包装
酒必将成为国内白酒顶级品牌。

■五粮液股份公司品牌

为什么总是领先？

五粮液公司产品又涨价了！人

们在惊呼五粮液产品增值中看到的

是股市涨涨跌跌，楼市限价限

贷……人们不禁要问：五粮液公司

产品为什么涨价？经济学家的答案

是“供不应求”；消费者的答案是：

“有身份、又好喝”；经销商的答案

是：“只要拿到货就能赚大钱”；投资
人的答案是：“五粮液股份公司新品

牌就是印钞机”等等。每当五粮液公

司新创品牌——— 商机出现的时候，

投资者经销商一定是争先恐后抢夺

第一张入场券。营销心理学家披露，

谁能满足市场需求，谁就能领先天

下，这就是五粮液股份公司品牌经

营的秘密。五粮液股份公司酒品不
仅仅是质量超一流，对市场消费心

理的把握也是超一流。五粮液股份

公司全新“水晶盒”包装品牌，金装
上市，即将引领 2011 新年市场。

■五粮液股份公司新品牌

为什么邀您加盟？

五粮液股份公司全新“水晶

盒”包装酒隆重上市。新的品种必
然会带来新的消费高潮。为了最大
限度的减少新包装对老产品的冲

击，在营销机制上另行创新，充分
遵循本土化优势，在各地市授权总
经销。这一举措既是为了防止窜
货，也是最大限度的保护地区经销

商的利益。根据销售政策，临沂市
只能选择一家总代理商单位，各

区、县只能选择一家总经销商，达

到条件，先来先得；超越条件，谁

好谁得。所以对青睐于五粮液股份
公司新品的投资人或经销商来说，

要么快，要么好。机会可能只有一

次。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扭转
价值观，靠投资赚钱是正确的选
择。你又不可能大规模储备黄金，

也不好此时入市炒股，更不能买地

盖房。想一想你的资源，从事一项

中国顶级品牌的运作既是光辉的，

又是赢利的。酒不是蔬菜，可越放

越值钱，何况该品牌是一直价值上

涨、利润空间逐年加大的五粮液股

份公司制造的新品牌呢！

80 年代，摆地摊就能发财，可

很多人不敢！

90 年代，买股票就能挣钱，可

很多人不信！

21 世纪，人人都梦想赚钱，可

发现赚钱的商机越来越难！

新品上市，空前商机，稍纵即逝
啊！

请打入这个电话，先打先登记，五粮液事业大家庭欢迎您！

400-0887-199
区县业务经理联系电话：

总经销商从业条件：

1、热爱白酒行业，热爱五粮液股份公司品牌，有强烈的投资志
愿；

2、自觉维护五粮液品牌形象，不准以侵犯五粮液无形资产来
换取商业利润;

3、社会关系好，具备转强的公关交际能力;

4、资金实力雄厚：地级总代理商经营安全库存产品须 300 万
以上;区县总经销商经营安全库存产品须 30 万以上;

总经销商支持政策：

1、提供五粮液股份公司新老“水晶盒”系列产品；
2、保证区域独家经销权；
3、绝对保证所提供品质系五粮液股份公司直供原装产品;

4、提供店面装修费；
5、提供配送车辆；
6、提供广告支持、房租支持、工资支持；
7、提供全程运营体系指导；
8、提供 7*24 小时无忧售后服务。

诚聘：招商经理 30 名，前台接待 1 名，营销内勤 1 名

区域 业务经理 联系电话
兰山区、郯城县、苍山县 朱剑 18653118306
河东区、蒙阴县、费县 田继成 18653118302

罗庄区、平邑县 封洪亮 18653118301
沂水县、沂南县 王健 18653118303
临沭县、莒南县 李家科 18653118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