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百脉脉泉泉酒酒业业荣荣获获
国国际际烈烈性性酒酒大大奖奖赛赛44项项金金奖奖

日前，2018年第19届布鲁塞尔国
际烈酒大奖赛落幕，百脉泉酒业揽获4
项金奖。

此次大赛共收到来自54个国家和
地区的参评样品酒1315款，其中朗姆
酒以338款位居榜首，中国以279款位
列第二大参赛国。

此次大赛中，中国参赛企业表现
不俗，共88款产品取得了大金牌6枚、
金牌40枚、银牌42枚的亮眼成绩。

山东百脉泉酒业有限公司选送的
34°浓香百脉泉泉城壹号、46°百脉
泉齐鲁壹号、54°百脉泉齐鲁壹号以

及39°清照绵柔八年4款产品，凭
借优良的品质，独特的口感，揽获4
项金奖。

多年来百脉泉酒业的企业效
益在全省同行业中名列前茅，为全国
酒行业优秀企业，全国酒行业明星企
业，率先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和
ISO14001环境管理双体系认证及山东
省企业标准化良好行为验收，并首批
获得国家白酒生产许可证。

此次4款产品揽获4项金奖，也是
对百脉泉酒业坚守品质为先、坚持纯
粮酿造的最好回馈。 (万家成)

本报记者 王瑞超

9月5日，腾讯2018年99公
益日启动仪式在深圳召开，今
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的配
捐金额达到2亿9999万元，并
新增1亿元作为支持慈善组织
成长基金。

“4年间，99公益日经历快
速成长，也带动了一代网民的
公益理念，实现了‘由指尖，到
心间’的转变，公益由指尖开
启，逐渐沉淀为心间理性。”腾
讯主要创始人、腾讯公益慈善
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陈
一丹致辞中强调。

腾讯公益设“冷静器”
捐款前多想一秒

在产品上，腾讯公益上线
“冷静器”功能，意在鼓励用户捐
款前，多想一秒，查看项目具体

情况，理性捐助；在场景上，99公
益日增加了家乡公益、爱心加倍
卡、集小红花、捐行为公益活动、
明星短视频互动等，用轻松互动
的形式，发动全国网民便捷、快
乐、理性参与公益；在合作上，已
有超过2000家企业连入今年的
99公益日，99公益日继续发挥
“连接器”与“工具箱”的作用，建
立便捷、透明、开放的平台。

腾讯公益上线“冷静器”功
能，就是“理性公益”的新尝试。
冷静器意在鼓励用户捐款前，
多想一秒，多查看项目具体情
况，理性捐助。

在互联网行业有一个规
律，交互链条每多一个步骤，往
往不可避免的流失用户，甚至
有人说冷静器是“首个拦着不
让你捐款”的功能。然而，冷静
器上线半年，平台的捐款率虽
然有一定下降，但“推动公益透
明”这件事，我们必须得做。

今年腾讯公益还发布了新
的公益场景产品——— 爱心贝，这
是腾讯致力于让公益融入各种
各样生活场景的产品，让每个人
在“听歌”、“走路”、“看书”都可
以积累爱心贝，并将收集起来的
爱心贝转化成爱心捐赠。

在启动仪式上，腾讯发布
了《互联网+助力扶贫》报告，报
告指出腾讯公益将持续更新数
字化助手能力，让扶贫工作不
只局限在公益领域，而是实现
扶贫与产业、文化等多领域的
跨界融合。

据悉，今年腾讯公益慈善
基金会的配捐金额达到2亿
9999万元，并新增1亿元作为
支持慈善组织成长基金。今年
99公益日采取“共建”的方式，
3个月近80位参与者、学者、专
家、媒体、律师等行业内外伙
伴参与建言，经过专家的评审
与意见，最终形成2018年99公

益日规则。

互联网公益的下个十年
让“理性公益”成为习惯

“迈入第四年的 9 9公益
日，公益由指尖开启逐渐沉淀
为心间的理性，让一时感动变
为长久习惯、由情怀驱使走向
理性判断。”陈一丹强调，“理性
公益”将成为公益行业下一波的
核心与关键。

究竟什么是“理性公益”？是
指由情感出发走向理性持续，不
是关心公益的数字欢呼，而是专
注于公益的理性循环。

据介绍，2018年99公益日，
为了进一步推动公益行业的透
明化制度建设，腾讯公益从99公
益日规则共建、产品透明度组建
升级到“回响计划”项目披露，用
技术的手段让每一份善心源于
情怀，更源于对项目的信任，从

而付诸行动让社会问题得以更
好的解决。

回首腾讯公益，腾讯建立了
便捷、透明、开放的平台，做好行
业的基础建设、连接器、工具箱。
如今，人们参与公益只要动动手
指，就能创造出温暖的价值，指
尖公益带来了行业巨变。 那
么互联网公益的下一个十年会
是什么模样？

陈一丹表示，技术的迭代将
进一步让人人可公益成为现实，
但我们认为“理性公益”是下一波
浪潮的关键；这也是腾讯公益所
提倡的，在每次捐助的时候，让理
性公益成为习惯，每一份善心源
于情怀，更源于对项目的信任。

腾讯公益也将通过平台沉
淀的各种能力，全方位帮助中国
公益行业更快实现从自发到自
觉、从感性到理性、从热情到专
业的发展过程，打造科技时
代下的“理性公益”。

陈陈一一丹丹：：理理性性公公益益正正当当时时
腾讯2018年99公益日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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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君乐宝“涨芝士啦”上市
一周年暨品类布局战略发布会在河北
石家庄召开。君乐宝宣布由其研发并
在全国首推的“涨芝士啦”芝士酸奶，
一年内销量突破2亿包。

自创立之初，君乐宝就将研发视
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不断在产品
和品类上进行突破创新，在业内第一
家推出红枣酸奶并引领了红枣酸奶品类
风潮，率先开发了每日活菌活性乳酸菌饮
料、纯享高端酸奶等深受市场欢迎的明星
产品，从而奠定了在低温发酵乳市场的领
先地位。“涨芝士啦”芝士酸奶，创新性地
将芝士(又名奶酪)加入酸奶中，不仅丰富
了酸奶的营养价值，而且极大地提升了酸
奶的口感。

为了将芝士与酸奶完美融合，君
乐宝整合全球资源，依托君乐宝国家
级实验室、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以及各
国科研合作单位等多个研发平台，历
经两年多潜心研究，进行了3600多次
调配实验，最终调配出符合国人口感
的产品，2017年7月在全国范围内正式
推出“涨芝士啦”芝士酸奶。

君乐宝“涨芝士啦”芝士酸奶一经面
世就深受消费者喜爱和追捧。权威调研数
据显示，目前“涨芝士啦”在芝士酸奶品类
市场占有率高达82%，稳居全国首位，预计
今年9月单月销售额将突破1亿元，一年内
销售额增长了十倍。

国际知名供应商爱克林首席执行
官Pe t e r L N i l s s o n在会上表示，在
过去的一年，君乐宝“涨芝士啦”包装
订货量已经突破2亿包，在所有的中
国客户中，君乐宝单品包材采购体量
最大。

“从品类开创者到品类领导者，
‘涨芝士啦’只用了一年多，创造了中

国乳业新奇迹。”全球著名品牌战略咨
询公司里斯伙伴全球合伙人、中国区
总经理、品牌战略专家张云表示，“依
托品类的力量，‘涨芝士啦’有潜力成
为数十亿、甚至百亿级品牌！”。

发布会上，君乐宝公布了“芝士酸
奶品类布局战略”。屈殿军表示，君乐
宝计划通过更合理地战略布局，力争
在未来几年内实现“涨芝士啦”20亿包
销售量。

“ 改 善 国 人 膳食结 构 ，让 更 营
养、更健康、更美味的食品出现在消
费者的餐桌上，是我们的使命与责
任。”君乐宝乳业集团总裁魏立华表示，
继续推进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新产品与
品类，努力做到“质量最优、品牌最强、社
会最放心、消费者最满意”，为消费者提供
更多健康、营养、安全的乳制品。

上上市市一一年年热热销销22亿亿包包

君君乐乐宝宝开开创创芝芝士士酸酸奶奶新新品品类类
北北派派酱酱香香再再推推竞竞争争新新品品
景景阳阳冈冈酒酒业业推推陈陈出出新新促促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

3日，2018景阳冈酒业经销商大会暨
新品发布会召开，推出了新产品赖茆原
浆、戊戌复酱赖茆、复窖赖茆、红水晶透
瓶、小雅、冈好、一瓶好酒等具有市场竞
争力新品。

“我们在这些新产品的研发过程
中，更多的增加了老酒的比重。使得
产品绵柔度、舒适度得到进一步提
升”公司副总经理刘进文告诉记者。

景阳冈酒业董事长赵传新表示，
一直以来，景阳冈酒业坚持传统纯
粮，坚守自主创新，经过多年的发展
与积淀，在行业内树立了极好的口
碑，并迎来了景阳冈酒业发展的重要
转折期。按照高质量发展目标，将持
续加大投入，提升产品质量，调整产
品结构，提升核心竞争力，以更加优

质的产品和服务，打造强势品牌、实
现互利共赢。

为传承和弘扬景阳冈独特的酒
文化，景阳冈酒业积极推动品牌文化
建设和工业游的紧密结合，现在努力
把“山东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打造
成“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目
前，景阳冈酒业已经拥有景阳冈酒道
馆、千秋阳谷文化园、水浒文化长廊、
千座复古酒窖生产基地和2015年建
设的景阳冈陈年酒庄等项目。

景阳冈新品的发布，凝结着景阳
冈人对于诠释英雄酒、传播酒文化的
一份执著梦想。景阳冈酒业正在逐步
完成一场由制造到创造、由速度到品
质、由产品到品牌的“品质革命”。

(万家成)

9月6日，“山东三星集团中国航天事
业合作伙伴签约授牌仪式”在北京中国
航天城举办。中国航天基金会理事长吴
志坚、副秘书长王塞南，山东三星集团
董事长王明峰等出席签约授牌仪式。

会上，山东三星集团裕航合金、长
寿花食品分别与中国航天基金会签约，
中国航天基金会正式授予山东三星集
团“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荣誉称号。
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山东三星
集团特向中国载人航天某部赠送了长
寿花金胚玉米油，用于航天科研人员的
健康饮食食用。

据介绍，山东三星集团作为国内
最早开展玉米油研发生产的企业，从
中国玉米油开创者到中国玉米油领导

者，有力地推动了民族油脂产业的健
康发展；作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
技术企业，集团旗下山东裕航特种合
金装备有限公司在航空航天、轨道交
通、军工产品及其它科学技术应用领
域跨越发展，构建了精深加工战略大
格局，并逐渐成长为超大高端铝型材
的领跑者。

“此次成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
伴，公司将坚持把航天品质、航天标
准融入到企业管理的每一个环节，严
控产品质量；坚持将航天开拓精神融
入到产品研发创新当中，始终用最前
沿的技术和最高品质的产品，共同促
进民族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王明
峰表示。 (魏晓燕)

山山东东三三星星集集团团
成成为为““中中国国航航天天事事业业合合作作伙伙伴伴””

君乐宝乳业集团副总裁、低温事业部总

经理屈殿军在现场演讲

连日来，济南长途汽车总站全面预售中秋假期(9月22日—9月24日)客票,预售火爆。
本报记者 王瑞超 通讯员 李昂 韩燕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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