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南5月25日讯(记者
邢振宇)19日，媒体报道，山

东宏济堂医药有限公司中药厂
等30家企业，存在不符合药品
GMP要求的缺陷项，食药部门
已责令企业限期整改。事件见
报后，山东宏济堂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宏济堂医药”)未
作回应，但山东宏济堂制药集
团有限公司(简称“宏济堂制
药”)则声明，“宏济堂医药”与

“宏济堂制药”是两家企业，无
任何关联性，进行澄清。

百年老字号“宏济堂”前世
今生再次受到关注。5月21日，
宏济堂制药发布的《关于近期
媒体对“宏济堂”品牌报道的声
明》显示，山东宏济堂医药有限
公司中药厂系宏济堂医药(即
商业宏济堂)旗下企业，与宏济
堂制药(即工业宏济堂)无任何
关联性，也不隶属于同一控制
人名下。商业宏济堂与工业宏
济堂分离起始于解放后，在当
时工商分离大的背景下，“宏济
堂”被政府分拆成了工业宏济

堂和商业宏济堂，现在是两个
独立的公司，无任何关联性，特
此声明。

两个单位名称相近竟不是
一家，不少市民表示傻傻分不
清楚。其实两家宏济堂围绕百
年老字号“宏济堂”的域名之
争，曾上演了一场旷日持久的
商标争夺战。2011年，宏济堂制
药一纸诉状将山东宏济堂阿胶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济堂阿
胶”)告上法庭，称后者在其生
产销售的阿胶产品上及企业网

站宣传中突出使用“宏济堂”和
标注“原宏济堂阿胶厂”字样，
构成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
而“宏济堂阿胶”则辩称，自己
才是“宏济堂”百年老字号的正
宗传人，股东宏济堂医药对“宏
济堂”百年老字号拥有无可非
议的所有权。案子从枣庄中院
打到山东高院，2013年省高院
作出终审判决，允许两个“宏济
堂”字号善意共存，实现经营者
之间的包容性发展。宏济堂制
药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宏济堂阿胶
公司与”宏济堂“老字号存在一
定的历史渊源，使用“宏济堂”
作为字号，属于有正当理由。

记者了解到，由于“山东宏
济堂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与山东
宏济堂阿胶有限公司等侵害商
标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对涉
及因历史原因造成的老字号权
利冲突案件的处理具有典型指
导意义，省高院列为“2013年十
大知识产权案件”，最高人民法
院也将其列为典型案例。

本报济南5月25日讯(记者
马绍栋)记者从省工商局今天召
开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山东)建设情况通报会上了
解到，经过三年多努力，我省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已基本实
现了“一网归集、双向服务”的建
设目标，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
型市场监管体系初步形成。目前
离6月30日法定年报结束日期还
有30多天，逾期将被列入经营异
常名录。省工商局提醒尚未公示
年报的企业尽快填报。

据省工商局副局长郭际水
介绍，从2014年3月开始，省工
商局陆续建设了山东工商云数
据中心，开发完成企业年报信
息公示、即时信息公示等一系

列功能，改造升级面向社会公
众的门户网站，实现了与省级
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及大部分相
关部门间的信息交换、互联共
享和协同监管，并于今年2月正
式通过工商总局验收。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
条例》规定，企业应当于每年1
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向工商部门报送
上一年度的年度报告，并向社
会公示。这是企业的法定义务。
如果企业不按时公示年报信
息、或者公示年报信息隐瞒真
实情况、弄虚作假，将被工商和
市场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即俗称的“黑名单”)，进而
将会面临全社会的信用约束。

目前已有37个职能部门对失信
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惩戒范
围包括安全生产等30多个重点
领域，惩戒措施包括市场准入、
政府采购、银行信贷、工程招投
标、企业上市等等，实现“一处
违法、处处受限”。

郭际水表示，自2014年10
月开始，截至目前，全省被列入
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达19 . 72
万 户 ，占 全 省 实 有 企 业 的
9 . 82%。我省公示系统已向相
关政府部门推送企业信息1900
万条，公示全省重大税收违法
案件 1 4 5条，实施股权冻结
3 . 85万户(次)，并对2400名失
信被执行人(也称“老赖”)依法
予以任职限制。

一一家家被被通通报报整整改改，，另另一一家家无无辜辜““躺躺枪枪””
“宏济堂”制药发布声明：受罚的不是我

本报记者 马绍栋

抢占百元价位带，
引领白酒消费趋势

“金冠蓝钻是公司基于现
有白酒消费特点，精准定位中
端消费人群，引领白酒消费趋
势而推出的战略单品。”谈到此
次金冠蓝钻荣获“中国酒业最
佳大单品”，花冠集团副总经理
郑海峰如是说道。在他看来，花
冠推任何一款单品，绝不是头
脑发热、随随便便就推出，而是
充分考虑市场消费人群，综合
考虑品牌知名度美誉度。

记者了解到，花冠集团在
绵柔基础上裂变出的“金冠蓝
钻”，定价在80元-100元左右，
主打中端政务、商务消费，可以
说是绵柔系列产品的再升级。

“包括金冠蓝钻在内，花冠
每次单品升级都在引领消费趋
势。而从市场反馈情况看，消费
者确实也在主动适应这种升
级。”郑海峰表示，尽管白酒消
费升级不断加快，但当前有销
量、有消费群体支撑的还是百
元以下产品。

事实上，从八项规定、酒家
入刑等利空消息推出以来，白
酒行业已经经历了多年的深度
调整期。反映到消费特征上，原
来喝大酒、喝人多酒、高频次喝
酒的习惯已经发生改变。“原先
大家是凑场子喝酒，一弄就是
两三桌，但现在这种情况少多
了，甚至基本没有了。原来有是

常态，现在没有是常态。”郑海
峰介绍说，经过几年的改变，消
费者喝白酒的次数少了，人数
少了，喝酒量少了，但喝酒档次
上去了。“ 综合考量这种消费
趋势变化和市场容量，我们推
出了金冠蓝钻。否则消费者需
求升级，一旦价位上移，而我们
在这个价格带又没有布局产
品，就容易出现价格带断裂。”

大师级积淀，
打造酒类液体钻石

“金冠蓝钻的定位是作品，
而不是产品。这背后是花冠深
厚文化底蕴积累和庞大技术创
新体系的支撑。”郑海峰告诉记
者，金冠蓝钻是以国家级评委、
鲁酒品酒状元姚元滋为核心的
技术研发团队，结合生产一线
的资深制曲师和金牌养窖人，
经过反复分析对比，精心研制
的又一款大师级作品酒。

记者了解到，花冠集团有国
家级白酒评委8人，其中国家白
酒大师1人，山东省品酒状元1
人，省级白酒评委9人，可谓群英
荟萃，大师云集。同时花冠还拥
有中国白酒大师工作站、中国白
酒(齐鲁)研究院、中国白酒原酒
博物馆等在内的盛道酒庄。这也
为创作出“金冠蓝钻”的高品质
作品提供了基础保障。

金冠蓝钻的创意来源于钻
石，无论在内外包装还是酒体
酒质，都体现出品质的高贵。外
包装采用深蓝色为主题色，象
征高贵典雅，并配合闪亮的钻

石纹路元素，在远处望去，区分
度极大，耀眼夺目。内瓶，直接
设计成一颗华美钻石，配上金
光闪闪的皇冠，生来就具有独
特的气质，可谓独具匠心。大胆
突出产品特色，也是冠群芳系
列的概念突破，坚持一贯产品
品质的同时也不忘提升颜值，
由内而外，从方方面面体现出

“点滴尽杰作”的理念。
郑海峰表示，“金冠蓝钻”

对于品质的要求是十分苛刻
的，必须具有钻石品质：珍贵、
稀缺、纯真。对此，花冠集团由
五位国家级评委组成的钻石级
团队，采用出自于以199#窖池
为首的老窖池群中2006年储酒
节封藏的五粮优质基酒，工艺
采用八段摘酒法，选取其中的
三段精华酒，运用最具柔和感
的第7段酒为基础，最具风韵感
的第6段酒为侧应，最具底蕴的
第5段酒来雕琢、研磨，经过工
艺大师们的精心调制，多次试
验，终于创作出品质精湛卓越
的“金冠蓝钻”液体钻石酒。

高性价比频获点赞，
战略布局全省

酒香也怕巷子深。一款好
酒的问世，需要积极主动地去
宣传推广，只有让消费者知道
这款酒或者产品品质、品牌、文
化内涵的独到之处，才会得到
消费者的认可，才会在市场上
打开场面。

金冠蓝钻推出后，花冠集
团先后在菏泽、济宁、章丘、济

南等地市召开新产品上市发布
推荐活动。一方面推介该产品
新颖的设计包装，优良的品质；
另一方面也是加大营销推广力
度，展示企业实力，给代理商、
消费者增加信心。

“从目前市场反馈来看，金
冠蓝钻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不
但经销商广为认可，消费者也
给出了众多好评。”郑海峰表
示，由于定位精准、设计出众、
品质上乘，金冠蓝钻自上市以
来一直成为市场追捧的明星单
品。“虽然花冠品牌知名度不如
全国一线品牌，但我们做的就
是高性价比，让消费者能感受
到这种实惠和实在。”

记者了解到，金冠蓝钻已
经被花冠集团提升到战略产品
的高度，推行“3+X”战略，
将以菏泽、济宁、济南为大本
营，战略布局整个山东省，将
金冠蓝钻打造成超级大单品的
代表。

花冠集团董事长刘念波表
示，花冠集团的营销宪法是什
么？说白了，就是花冠集团的
企业理念“实实在在，认认真
真”。第一，“实实在在，认
认真真”是对工匠精神最直观
的表达。第二，“实实在在，
认认真真”也反映了花冠集团
对于企业生存发展的目标观
念。朴素平实的大实话，一语
道尽了企业生存的根本，唯有
坚持“实实在在，认认真真”
企业才会有生存发展的空间。
说到底，营销的最终目的也是
为了企业的生存发展。

企企业业快快来来公公示示年年度度报报告告啦啦
截至6月30日，逾期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冠群芳金冠蓝钻”夺得2017中国酒业最佳大单品背后：

金金冠冠蓝蓝钻钻不不仅仅仅仅是是产产品品，，更更是是作作品品
“‘金冠蓝钻’是花

冠集团厚积薄发的战略
大单品，是一件精美绝
伦的作品而不单单是一
种产品。”凭借匠心设
计、精准定位、上乘品
质，“冠群芳金冠蓝
钻”一举夺得2017中国
酒业最佳大单品奖。在
花冠集团副总经理郑海
峰看来，“金冠蓝钻”的
成功在于集团始终秉承
的“实实在在，认认真
真”的核心价值观和“点
滴尽杰作”的产品理念。
集团将全面发力这一战
略大盘，继续顺应并引
领白酒消费趋势。

本报济南5月25日讯(记
者 刘相华 张峰 通讯
员 裴庆力 孙超) 25日
下午，加强政银企合作推
进滨州新旧动能转换座谈
会在济南召开。会上，滨
州共推出了130个项目，与
银行机构共同新旧动能转
换，从而找准工作的切入
点，切实发挥出金融支持
实体经济的重要作用，实现
三方共赢。

记者注意到，这130个
项目总投资2395 . 8亿元，融
资需求1477 . 5亿元，涵盖了
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高端
铝、新型化工、粮食加工、纺
织、畜牧水产、装备制造、区
域特色产业、现代服务业等
10个领域。滨州市铝、化工、

粮食加工、纺织、畜牧水产
等五大产业占全市工业比
重达到80%以上，这也是本
次推介的重点。其中包括山
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的炼化循环产业链示范基
地项目及280万吨年芳烃及
配套项目、滨州市企业重组
发展基金项目、滨州港海港
港区5万-10万吨级泊位及
泊位后方陆域形成工程与5
万吨级航道工程、惠民县铝
精深加工产业园项目、山东
省生态纺织技术创新中心
建设项目、滨州国际足球运
动小镇、山东香驰物流有限
公司综合物流项目、山东借
箭牛业发展有限公司现代
农牧科技示范区及伊斯兰
风情文化旅游项目等。

滨滨州州113300个个项项目目济济南南找找““婆婆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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