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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脉泉酒业“金榜题名
涌泉相报”高考学子赠酒

活动自启动以来，社会反响
强烈。记者从组委会获悉，7

月20日，赠酒活动将在济南
泉城广场正式举行。符合条
件的学子凭录取通知书、身
份证等有效证件即可免费领
取百脉泉酒业为学子提供的
金榜题名酒。

美酒赠学子，报名活动
引爆泉城

随着活动开展的逐步深
入，很多消费者加深了对百
脉泉企业的认识，对其产品
的了解。在6月25日，百脉泉酒
业在高招会现场搭建的展台
前更是热闹非凡，学子及家
长踊跃报名的场面，震撼全

城，把整个赠酒活动推向了
高潮。报名的学子来自济南
不同区县各个学校，其中不
乏有优秀学子中的佼佼者，

“从报纸上看到能免费领酒 ,

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直到来
了现场才明白企业的良苦用
心。”跟同学一起来领酒的小
张告诉记者。从孕育到探索
再至推广,百脉泉人用三年的
时间打造了一个属于泉城人
自己的品牌公益事业。完美
诠释了“先做人 ,后做酒 ,做好
人,做好酒。”的企业理念,让负
责任、敢担当的企业形象深
入人心。

百脉泉酒业市场部毕经
理感慨道：“赠酒活动举办以
来，让我感受到了企业对社

会奉献所带来的影响力，现
在每天都有报名咨询的学子
和家长，看到一同过来报名
的考生家长相互交流，从陌
生人变成朋友，走的时候对
我们说的万分感谢的话，让
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做的很有
意义。去年举办了赠酒活动
后，很多人此后都专门来买
百脉泉的酒，说是对这里有
感情。这也是当初我们策划
这个活动的时候没想到的。”

咨询电话不断，百脉泉
酒业发起公益助学

百脉泉金榜题名高考赠
酒活动期间，咨询热线一直
不断。问的最多的问题是“真
的是免费赠送么？要钱吗？”
针对家长、学子的疑问，百脉

泉酒业营销公司总经理马业
准告诉记者，“高考赠酒活动
是针对高考学子举办的纯公
益活动，是酒厂担当起社会
责任的表现。完全免费赠送，
不收取任何费用。”马经理
说，“这个活动我们已经办了
三年，学子免费领的百脉泉

‘金榜题名’生态原浆9年、12

年两箱酒代表了学子的9年
义务教育、12年寒窗苦读。12

年前，学子们踏入小学开始
学习生涯的时候，这批酒也
封进酒坛开始孕育。12年后，
学子们金榜题名的一刻美酒
也摆上酒桌，散发出满室醇
香。美酒伴着陪着学子一起
酝酿，一起成长，一起成功。”

据悉，此次百脉泉金榜

题名涌泉相报高考学子赠酒
活动报名将持续至7月19日，
在此期间，凡符合条件的学
子均可电话或至百脉泉酒厂
现场报名，尚未报名的学子
现在仍可参加报名。同时百
脉泉酒业还将在赠酒现场开
展爱心义卖活动，资助贫困
大学生。

赠酒有关事项：

凡2013年高考分数在600

分以上的应届学子在7月20

日都可到济南泉城广场免费
领取百脉泉“金榜题名”生态
原浆酒两提。济南各区县高
考状元赠送9年、12年生态原
浆百脉泉系列各两箱及部分
奖金。

一、赠酒时间：
2013年7月20日

二、赠酒地点：
济南泉城广场

三、咨询热线：
0531-83209920

四、注意事项
1、所有享受以上优惠的

学生需凭准考证原件、复印
件，成绩单在领取点领取；

2、领取人为考生本人；
3、每一个录取人只能领取

一次，并不得将赠送产品折现；
4、本次活动在济南泉城

广场举行，逾期不再受理；
5、领取点须摆放领酒指示

牌，并将领取礼品的人员详细信
息(姓名、联系方式等)及复印件
进行备案。(本刊记者 于成功)

百脉泉酒业高考学子赠酒活动进入高潮
高考分数600分以上济南各区县应届学子都可免费报名领酒

山东正式启动酒类电子追溯系统
可查询每一瓶酒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储存、销售全过程数据，成为打击假酒最佳方案

本报讯 作为全国食品
安全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日，我省正式启动了酒类
电子追溯系统，全省目前已
经安装面向大众的电子追溯
终端查询设备938台，标志着
山东酒类电子追溯体系建设
走在了全国前列。在试点基
础上，我省将全面推广酒类
电子追溯系统，让百姓明明
白白消费，同时遏制假冒伪
劣酒的销售。

近日，山东省商务厅在
济南召开国家酒类流通电子
追溯终端查询设备山东启动
仪式。据省商务厅经济运行

处处长李志林介绍，作为国
家食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国自2011年年底正式
启动了酒类流通电子追溯
体系试点建设，国家商务部
先后公布了两批试点企业，
我省的葡萄酒生产企业张
裕和白酒生产企业景芝，成
为全国六家试点企业之一，
两家山东企业又分别成为
全国葡萄酒和地方名酒的
唯一代表。

启动仪式上，张裕集团
和景芝酒业分别介绍了试点
两年来取得了成果。目前，张
裕在其生产的所有酒庄酒和

解百纳上实现了电子追溯系
统覆盖，今年又与五粮液等
公司达成了互联互查协议，
其数据采集和查询采用了
云计算的公共信息系统。景
芝酒业生产的一品景芝系
列产品上，也采用了电子追
溯 系 统 ，做 到 了 箱 箱 可 查
询，瓶瓶可追溯。作为试点
企业之一的五粮液集团，目
前也在山东开展了五粮液
白酒电子追溯系统的建设，
成为省外试点企业首家来
山东开展电子追溯系统的
品牌。

山东是酒类生产和销售

大省，2012年全省各类酒总
产量836万千升，市场消费总
量达到494万千升，酒类安全
消费和行业健康发展事关全
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大
局。占据全国试点企业三分
之一的山东，目前已经完成
了生产线改造、软件系统开
发应用和内部管理升级等项
目主体工程建设，正在将追
溯查询设备推广到省内外各
大商场、超市，2家山东企业
已经在全省累计铺设终端查
询机930台，五粮液在山东投
放查询机8台。

(记者 李克新 陈卓然)

何为酒类流通电子追
溯体系？记者了解到，酒类
流通电子追溯系统包括生
产数据采集、物流数据采
集、产品追溯管理、防伪查
询、数据管理中心等五部
分，能够实时掌握所有产
品从生产、仓储、物流到销
售等各环节的流通信息，
形成全程可追踪信息链。

据省商务厅经济运行
处李志林处长介绍，简单
来说，追溯系统就是利用

RFID技术对酒进行唯一
的标识，在酒的标志上有
一个激光条码，这个条码
记录着这瓶酒从生产到销
售的全过程。“跟收银台的
扫码机相类似，与它不一
样的是，扫码机扫过后，
显示的是这瓶酒详细的
身份信息。”这位业内人
士说，通过此类技术，可
以详细地查询酒的产地
和质量，更便捷地辨别出
酒的真假。

■新闻链接

继2009年成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十一届运动会和第
二十二届省运会合作伙伴，
和2013年第十届中国艺术节
全程合作伙伴之后，5月2 4

日，国井扳倒井签约成为山
东体育代表团战略合作伙
伴，作为全运会、亚运会、奥
运会、世界性比赛山东体育
代表团唯一指定白酒产品。

对于此次国井扳倒井与
山东体育代表团的合作，双
方给予了高度评价。高青历

史悠久，是酒祖故里、齐国初
都、中国白酒名城。尤其是陈
庄西周文化遗址的发现，在
中国历史文化中具有重要地
位。多年以来，国井扳倒井发
挥人才技术优势不断加快发
展，在产能、高端市场占有
率、品牌影响力等多个方面，
一直占据全省白酒行业首
位，从齐鲁文化的角度说，是
齐鲁酒文化的重要标志。体
育文化是我国历史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根植于中国文

化的土壤之中。山东是体育
大省，一直以来，省体育局致
力于推动体育事业的对外交
流与发展，在进行现代体育
竞技的同时，不断推动中国
文化走向世界。国井扳倒井
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
一届运动会合作伙伴，与山东
体育事业有着良好的合作，此
次与山东体育代表团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使酒文化与山东
体育事业更进一步融合，将会
对双方发展形成更好的推进。

国井扳倒井在山东体育对外
交流的过程中，必将发挥更好
的桥梁纽带作用。

此次国井扳倒井与山东
体育代表团的合作，对于企
业是一个契机，对于山东体
育事业进一步的繁荣发展是
一个推动。国井扳倒井将助
威山东体育代表团全运会、
亚运会、奥运会、世界性比赛
等相关系列活动，与大家共
同合作，合力推动山东体育
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本报讯 记者从 2 0 1 3

年秋季 (第 7 0届 )山东省糖
酒商品交易会预备会议暨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
秋季省糖酒会将于8月16日
在 东 营 黄 河 会 展 中 心 举
行，届时将有超过6万人参
会，将成为今年白酒特殊
时期的重要看点。

由本报与省糖酒副食品
商业协会共同举办的糖酒会
唯一核心论坛和最佳展位、
最佳户外广告位评选活动，

也将同期举办。
据山东省糖酒副食品商

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薛剑锐介绍：“糖酒会的举
办，既是全省食品工业的集
体展销，也是糖酒文化市场
的重要展示，对拉动糖酒市
场的销售发展、促进糖酒文
化交流起到重要作用。”在谈
到当前白酒市场销售情况
时，薛会长说道：“受到三公
消费限制大环境影响，高端
白酒受到了巨大冲击，但对

鲁酒而言，恰恰是一个发展
的绝佳机会，凭借优异的
品质、合适的价位，本土品
牌已经越来越受到广大消
费者的青睐，地产白酒不
降反升的趋势就已经证明
一切。下一步鲁酒要继续
做大市场，这次凭借山东
糖酒会的巨大平台，希望
各个鲁酒企业积极拓展经
销商渠道，提升品牌形象，
争取赚个盆满体钵。”

据悉，2013年秋季(第70

届)山东省糖酒商品交易会8

月16日正式开幕，会期3天，
交易会地点设在东营黄河国
际会展中心，确定展出的室
内外面积供给40000多平方
米，大小展位2000余个，本届
糖酒会将会有酒类、食品、饮
料、乳品等10余个行业的上
万种商品进行展销。从目前
展位预定情况看，本次展会
的规模和参展人数都将有一
个大的提高。

(本刊记者 于成功)

拼促销、比低价、讲故事，
中国酒业还有创新吗？

占终端、争渠道、铺广告，
中国酒业还能创新吗？

从大流通到买店包场，从
送礼品给开瓶费到人海战术
上促销，费用越来越高、血拼
越来越烈、模式化竞争越来越
严重，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
是：如今中国酒业的创新点越
来越少，中国酒业在呼唤创
新。就在中国酒业昏天暗地的
2012，居然有一个品牌令人眼
前一亮！

有人居然把“讲究”做成
了一种文化

在优雅的灯光下，影帝葛
优单手托腮，他盯着一瓶美酒
深情款款：白金酱酒，讲究，茅
台集团的白金酱酒，用小杯
喝，更讲究！唯美的广告完全
颠覆了传统酒水表达诉求的
方式，走公益文化路线，让“讲
究”文化很快深入了消费者内
心，并成为餐桌上的流行语。经
济学家马光远教授也借用“小杯
喝更讲究”的理论妙论中国经
济。白金酱酒居然把“讲究”做成
了一种文化，并被《新食品》评为
2012中国酒业十大成功案例之
一，被《中国酒业》赞为2012十大
成功广告之一！

有人居然把“茅台”卖到
了100多元

你喝过100多元的“茅台”
吗？有人真把“茅台”卖到了
100多元，你可千万不要意外，
因为，这确实是真的！

作为茅台集团的重要战
略品牌，白金酒自2009年上市
以来一直坚持市场化运作，定
位商务酒、文化酒、艺术酒、礼
仪酒，产品结构从100多元、
200多元、300多元、500多元、
600多元到1000多元，兼顾了
高端、次高端、中高端。其独特
的品牌定位和科学的产品结构

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喝上茅台
集团的健康美酒，并把白金酒打
造成中高端酱香酒第一品牌。有
人居然把“茅台”卖到了100多
元，并且喝了还真有那个味，这
可真让好多人傻眼了！

有人居然不到3年就在全
国开发建设了500多家专卖店

如果你怀疑上面的数字，
那就真的out了！

不到3年，白金酒在全国
20多个省市成功开发建设了
500多家专卖店——— 白金酒礼
行，这是中国酒业唯一一个

“礼”字号的品牌连锁专卖店，
是中国酒业的LV！白金酒从
茅台酒厂直通全国各白金酒
礼行，无任何中间环节，这就
极大保证了酒的真品质，让消
费者购买得更放心。独特的商
业模式使白金酒礼行成为
2009-2012年度中国酒业最成
功的连锁商业模式之一。

有人居然敢把酒玩得如
此个性

你有过自己的私人定制吗？
你有自己的私人定制酒吗？
无论是给自己办婚宴，给

老人贺大寿，还是给孩子办满
月，给孩子庆升学，只要是你
能想到的个性化定制酒，白金
酒都能满足！这种来自中国酒
业第一品牌茅台的个性化定
制酒显出一份独特的大气、个
性、有面子，那份至高无上的
专属感及私人荣耀感可谓妙
不可言。

白金酒个性化定制酒包
括企业家定制、企事业单位定
制、私人定制，尤其是由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与著名调酒大
师联袂打造的白金文化艺术
酒，更在文化艺术界开创文化
艺术酒之新天地。白金酒，居
然把酒玩得这般个性了！

看来，中国酒业有创新，
服了！

中国酒业有创新吗？ 国井扳倒井

成为山东省体育代表团战略合作伙伴

格业界声音

近日，北京华艺百创传
媒董事长杜子建的一篇“围
脖”，引来了中国白酒界声
音地震。他预测，中国酒业
下半年将会进入最惨烈的

“价钱战洗牌”。他表示，打
架的目的不是抢占市场，而
是“血洗小酒商”。大酒企由

于不可抗力而遭遇市场滑
铁卢，他们要想自救，就必
需向市场宣战。老牌主场，
是不愿意看到小酒业借灾
难的东风而息事宁人的。茅
台、五粮液、洋河、泸州老窖
必将有人领头开战。

原本白酒整体的价格体

系有所下滑，外表看有价格
战的滋味，但实则是大品牌
本身的产品线、营销战略的
调整，和价格战无关。二三线
品牌肯定会有一些成为行业
洗牌的牺牲品。

在总供应大于总需求的
状况下，特别是忽然产生宏

大差额的状况下，有才能的
酒商必然会采取最简单也
是最有效的措施，那就是向
下游价格进犯，届时逐级传
导，半年时间就能传导至五
十元以下价位产品，估计中
秋之前的一个半月，战争正
式开始。

省秋季糖酒会八月中旬在东营召开

白酒业将遭遇“价格战洗牌”？

齐鲁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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