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鲁酒水

本周六，鲁酒有约泰安站
即将开始。齐鲁晚报带领消费
者走进泰山酒厂，参观酒厂酿
酒、灌装过程。品尝泰山美
酒，见证泰山品质。

齐鲁晚报特联合山东省白
酒协会、山东省糖酒副食品商
业协会共同发起“鲁酒有约”
活动，在全省范围内招募上千
名消费者代表 ,一起走进山东
各大白酒企业 ,旨在带领消费
者走进鲁酒酒企，亲身体会鲁
酒的酿造、灌装过程，让消
费者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
心饮酒。让企业用事实说话 ,

用企业现代化生产水平抹除
社会上对白酒企业存在的误
解 ,普及理性消费观念。消费
者代表将会亲身参观山东主

流酒厂的酿酒过程、品鉴优
质白酒、体验现代工业旅游园
区 ,全方位对企业的食品质量
安全进行客观公正监督。每场
活 动 结 束 后 , 《 齐 鲁 晚 报 》
“鲁酒有约采访团”将会如实
对活动现场情况进行报道 ,让
更多的消费者可以放心购买到
满意的白酒。

泰山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原山东泰山生力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11年5月企业
更名)坐落于驰名中外的泰山
脚下，被中国航天基金会授予
“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称
号，高端产品五岳独尊酒则被
授予“中国航天庆功酒”，成
为全国白酒领域唯一一家中国
航天合作伙伴和庆功酒。近

期，泰山酒业旗下的五岳独尊
相继在天津、长沙开了专卖
店，继续低调布局全国市场。
五岳独尊专卖店不仅是泰山酒
业省外酒水销售的大本营，更
是五岳独尊的形象展示。是泰
山酒业销量与品牌并举的重大
战略布局。据悉，泰山酒不但
在省内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在
省外市场的表现更是在鲁酒阵
营中遥遥领先，成为鲁酒“走
出去”的典范。不同于很多
鲁酒品牌占山为王，割据一
方的做法，泰山特曲的营销
思路更加的开放和大气，很
早就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选点
布局。在广东、杭州、苏州、
吴江等地区，泰山特曲通过与
当地的强势经销商合作，厂商

明确分工，迅速占领市场，成
为市场强势品牌，现阶段所形
成的年销量甚至占到企业总销
量的70%。十几年来，泰山酒
业在江苏、浙江、广东、海南
等市场稳步增长，在河北、河
南、安徽等市场也逐步打开局
面。

据悉，鲁酒有约已经圆满
完成淄博、潍坊、章丘、滨州
等站的行程。此次泰安站开始
报名以来，读者踊跃报名。截
止目前本站名额已满。有兴趣
的读者可报名参与下一站的鲁
酒有约活动。
报名电话：
0531—85196215 85196722

(本记 孟萌)

2013年10月20日上午，由中国食
品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及江南大学共
同主办的“中国传统白酒与健康学术
研讨会”在无锡成功召开，出席本次会
议的嘉宾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
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勇先
生、中国江南大学酿酒中心主任徐岩
教授、贵州省酿酒技术总顾问季克良
高级工程师、中国白酒专业协会副会
长高景炎高级工程师、国家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中心毒理部主任贾旭东博
士、中国药科大学生物学院院长王旻

教授、贵州董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蔡友平先生、贵州董酒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贾翘彦高级工程师来自白酒
业、科研界、营销界等十几位专家及领
导。本次会议旨在集聚各方面的智慧
和力量，推动中国传统白酒的健康研
究及生物活性成分的功能认识。同时，
本次会议将对中国传统白酒行业产、
学、研结合，中国传统白酒产业的健康
研究推动、以及白酒行业科学的、可持
续化的发展有现实的意义，并为中国
白酒的国际化发展奠定科学基础！

(周宁)

“中国传统白酒与健康

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

□本刊记者 于成功

活动参与踊跃，一月

收到调查问卷逾千份

由山东省白酒协会、山东
省糖酒副食品商业协会、齐鲁
晚报联合主办，山东省白酒品
牌推进委员会协办的2013百姓
酒类消费问卷调查自启动以
来，得到了广大消费者和社会
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来自全
国各地市的问卷调查信件纷至
沓来，两部热线电话每天此起
彼伏，很多读者不远千里专程
来到组委会现场，工作人员忙
碌细致地整理着每位读者的反
馈信息，来现场报名的济南市
民更是让组委会本就不大的办
公室变得热闹拥挤，调查问卷
自启动至今的一月以来，组委
会已收到各种报名电话、信
件、现场报名已逾千份，成为
平面媒体组织酒类消费问卷调
查的一个新里程碑。读者对酒
类消费问卷调查的参与热情为
渐凉的白酒行业平添了几分暖
意。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调查
问卷的结果也让更多的人开始
关注这个曾经的暴利行业所发
生的变化。截止到10月23日，
调查结果显示，在消费者经常
用酒的价格区间选择上，高端
价位名酒普遍遇冷，消费者越
来越多地选择中低价位的百姓
用酒。白酒企业在经过了短暂
的超常规发展期后，开始步入
十字路口上的抉择。

要低价还是要质量，酒

企十字路口上的抉择

据此次调查问卷显示，高
达90%的消费者在日常用酒的
选择为50-200元价格的白酒，
价格虚高、偏离市场的名酒显
然已经不再受老百姓的“待
见”。曾几何时，消费者还在
为买一瓶茅台、五粮液受到专
柜营业员爱答不理的冷眼，如
今，茅台接连推出仁酒、汉
酱，价格拦腰斩，却依然难阻
市场颓势。经销商和电商不顾
五粮液厂家的再三警告，依然
跌破659元底价，铁腕保价难
敌经销商抛货意愿。高端价位
白酒市场萎缩速度之快，让人
大为咋舌。很多人不禁要问，
高端价位白酒市场到底怎么
了？

而一线酒企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不断推出不同系列、不
同品种的二线酒、贴牌酒却依
然未得到市场的认可，“贴上
名牌商标就是名酒的时代已经
过去了，我们现在更看重的是
品质，消费者如今已经不再是
被 厂 家 牵 着 鼻 子 走 的 时 候
了。”一位参与问卷调查的消
费者在现场接受采访说道。

“就白酒而言，现在一些
名酒因为政策调控不得不采取
降价销售的方式，价格降低导
致酒的品质被忽略，品质大打
折扣，最终受损害的还是消费
者，白酒企业如果一味追究利
润，为争夺市场盲目降价，忽
略了产品最为核心的品质问

题，越降价，消费者越观望，
最终酒企发展之路只会越走越
窄。”一位白酒业内人士告诉
记者。“只有在保证质量的基
础上，价格落地，推出符合市
场、符合老百姓真实消费水平
的产品，才能赢得消费者的口
碑。”

理智消费时代到来，

把握好机遇，鲁酒可

进入逆势发展期

调查问卷显示，九成消费
者在家宴用酒的选择上，首选
鲁酒品牌。低度浓香型白酒受
到了85%受访者的青睐。随着
白酒市场的深度调整，消费者
对白酒的选择逐渐趋于理性，
消费者不再盲目追求品牌，而
是更加务实地对比产品的质
量，花最少的钱买最合适的
酒。鲁酒在三十年的不断发展
中，凭借高品质和合理的价
格，摸索出了一条符合自己发
展的道路，赢得了越来越多的
消费者认可。

面对市场的考验，作为白
酒行业重要力量之一的鲁酒也
做出了积极应对。国井扳倒井
成为中国第十届艺术节合作伙
伴，景芝酒业展开寻找老酒活
动同时齐鲁酒地文化创意产业
园也隆重开园，泰山酒业省外
专卖店相继开业、与齐鲁晚报
联合推出神十飞天纪念酒，花
冠酒业积极推出新品柔·8绵柔
冠群芳，孔府家酒业与联想联
姻后迅速整合调整，举办封藏
大典……在提升自身品质的同

时，一系列活动的相继展开，
是鲁酒向市场和消费者交出的
答卷。

行业发展的内因是产需和
供给。国内一线名酒受到冲
击，政、商务消费逐渐趋向于
地产酒，鲁酒的核心市场是大
众消费，大众消费简称为百姓
酒。同时此次政策调整刚需市
场的百姓酒也未受到冲击，若
能把握好机遇，对鲁酒而言，
是一个逆势发展的绝好机会。

你走亲访友带什么酒？你
招待客人用什么酒？你结婚宴
请带什么酒？为了调查山东省
消费者白酒消费状况，我们展
开此次山东白酒消费问卷调
查。此次调查由山东省白酒协
会、山东省糖酒副食品商业协
会、齐鲁晚报联合主办，由山
东省白酒品牌推进委员会协
办。参与调查即有机会赢取价
值万元的豪礼！

即日起，读者可登录齐鲁
晚报网(http://www.qlwb.com.cn
/)找到“2013百姓酒类消费问
卷调查”栏目，填写问卷，即
可得好礼！我们每月都将从参
与问卷的消费者中抽取：
特等奖1名，奖励价值5000元
的收藏酒一份。
一等奖5名，奖励价值1000元
的纪念酒一份。
二等奖10名，奖励价值300元
的白酒一份。
三等奖20名，奖励价值100元
的白酒一份。
奖品总价值15000元。免费参
与问卷调查，万元豪礼领到你
手软。你还在等什么？！

时光荏苒，见证沧桑巨变；
岁月如歌，谱写壮丽篇章。伴随
着时代的脉搏，国营山东景芝酒
业走过65年的辉煌历程。今天，
我们站在一个新的高点上，带着
一份回忆、一份喜悦和一份自豪
的心情隆重庆祝景酒65年华诞。
65年的风雨历程，是历代景酒人
奋进、延伸的足迹，更是值得每
一个景酒人追溯的历史……

景酒65年，是几代人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不断壮大的6 5

年。从1948年成立之初不足300吨

发展到现在年产白酒能力 6万
吨，占地100万平方米，员工3500

多人的大型企业。走出了一条以
市场营销突破为引领，以品质保
障、品牌建设和文化建设为支
撑，推动企业实现健康发展之
路。2 0 1 2年实现销售收入2 4亿
元，成为鲁酒排头兵企业。成为
山东省大型重点酿酒企业、中国
白酒生产50强企业、中国最大的
芝麻香型白酒生产企业。

景酒65年，始终坚持科学管
理，精益求精，注重品牌建设，

追求卓越的65年。先后获得山东
省省长质量奖等荣誉称号，“景
芝牌”和“景阳春牌”荣获中国
驰名商标，成为唯一拥有两个驰
名商标鲁酒企业。“真心酿真情”
的理念和“市场决定品牌，品牌源
自品质”的品牌理念深入人心。

景酒65年，是与时俱进，不
断创新，敢为人先，永争第一的
65年。开拓创新的景酒人传承发
展了传统老字号景芝白乾，研制
成功山东省第一个浓香型白酒景
阳春，自主创新了中国芝麻香型

白酒一品景芝，创新了中国架子
曲工艺和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
酿酒工艺，开创了中国白酒工艺
创新的典范。创新“生态酿酒”理
念，以绿色、生态、环保为主题，建
设的“景芝生态酿酒产业园”和

“齐鲁酒地文化创意产业园”两大
园区，开启了“生态酿酒”发展
的新篇章，开拓出一条生态酿
造，持续发展的企业振兴之路。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
步从头越”，经过65年的积淀和发
展，我们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展望未来，我们心潮澎湃，豪情满
怀；展望未来，我们热血沸腾，信
心百倍！前进的道路上不会一帆
风顺，我们依然任重道远。蓝图已
经绘就，战鼓已经敲响，我坚信，
在我们全体景酒人的共同努力拼
搏下，建设“百亿景酒”和“中国北
方生态酿酒第一镇”宏伟目标一
定能够实现！景酒的明天一定会
更加美好、更加灿烂！

摘自山东景芝酒业董事长刘
全平在景芝国营65年庆典大会上
的讲话

景景芝芝酒酒业业6655年年，，鲁鲁酒酒飞飞跃跃的的历历史史

““鲁鲁酒酒有有约约””泰泰安安站站周周六六出出发发

近期，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
中曝光了国内天猫、京东等知名电商
售卖假酒“赖茅”乱象，引发消费者
和电商业高度关注。消费者呼吁，监
管部门和电商平台需要进一步加大对
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力度，进一步完
善电商环境，使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更
充分的保障。

前几年，淘宝上假货横行，一度
被广大网民所诟病。天猫、京东等电
商平台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
电商环境，逐步扭转消费者对网购不
放心的戒备心态。然而，无孔不入的
假冒伪劣产品，并没有放弃对知名电
商平台的渗透，消费者在天猫、京东
等知名电商平台上购到假货的案例，
也时有发生。这次“赖茅”假酒事件
被曝光，表明电商环境的改善仍然是
任重道远。

(《南方日报》)

央视曝天猫京东

售卖假酒“赖茅”

谁是您认可的走亲访友酒？谁是您信任的家宴用酒？谁是您喜欢

的喜庆用酒？2013百姓酒类消费问卷调查显示：

九九成成消消费费者者家家宴宴选选择择鲁鲁酒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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