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年份”+“数字化”,花冠剑指高端新名酒
从第十九届中华储酒文化节解读花冠的战略创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瑞超

10月26日下午，潍莱高铁联
调联试总结暨运行试验启动会
在济南铁道大厦召开，会议明确
潍莱高铁自10月27日8时起正式
进入运行试验阶段，计划11月25
日24时结束，为正式开通运营做
最后的准备。

运行试验共分4个阶段,主要
进行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
拟、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试验
等项目测试，为正式开通运营提供
科学依据。按照试验计划，10月28
日将同时采用2列复兴号动车组，
进行运行图参数测试。

潍莱高铁联调联试自8月20
日启动以来，至10月23日凌晨结
束，共开行试验列车1214列，走
行49700公里，试验最高时速达
385公里，分两个阶段，安全、优
质、高效、顺利完成了各项检测
任务。第一阶段检测列车和综合
检测动车组通过“折返跑”采集
分析线路、接触网等数据，最终
完成了逐级提速测试。第二阶段
进行信号、列控系统的功能测
试、兼容性测试，评价和验证牵
引供电、接触网、通信、信号、客
服、自然灾害及异物侵限监测等
系统的性能，对潍莱高铁各子系
统和整体系统的进一步调试、优
化，最终达到线路设计要求，为

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所有试
验、测试项目最终结果满足相关
标准要求。

联调联试期间，中国铁路
济南局集团、潍莱高铁公司和
全体参建单位的参试人员昼夜
奋战，以高度负责的专业精神，
对设备进行精调精整，对发现
的问题进行整改销号，高效完
成了每一项日间和夜间试验。
目前潍莱高铁轨道几何状态、
道岔动力性能、动车组动力学
响应、接触网几何参数、弓网受
流、轨旁信号设备状态、通信系
统、列车空气动力学、轨道动力
性能、桥梁动力性能全部具备
运行条件。

开通在即！
潍莱高铁结束联调联试进入运行试验阶段

本报济南10月28日讯(记者
王瑞超) 近日，国家电网山

东电工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旗下
宏盛华源铁塔集团有限公司增
资扩股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标
志着山东电工电气所属企业混
合所有制改革迈出新步伐。国家
电网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党组成
员罗乾宜出席签约仪式并致辞。

罗乾宜表示，国家电网公司
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深化国
企改革决策部署，秉持开放共享
理念，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
有制改革。作为国家电网公司产
业板块的重要单位，山东电工电

气要以本次增资扩股为契机，按
照公司年中工作会议提出的

“稳、进、育、开”要求，坚持引资
本与转机制相结合，进一步优化
治理、提高效率、创新机制、激发
活力，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以优良业绩回报股东的信任和
支持，实现与社会资本共建、共
享、共赢。

近年来，山东电工电气积极
推动智能制造、绿色生产，整合
铁塔生产企业资源，为铁塔业务
的成功引战和持续发展打下了
坚实基础。通过增资扩股，宏盛
华源新增资本金16亿元，工银投

资、建信投资、中国国新旗下企
业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增资，持
股比例接近50%。面向社会开放
资本，有利于进一步完善输电线
路铁塔产业价值链，推动业务、
业态和商业模式创新；有利于企
业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促进
开放经营、开放发展，为企业战
略目标的实现添活力、增动力。

工银投资、建信投资、中国
国新，济南市高新区，工行山东
省分行、建行山东省分行，各中
介机构相关负责人，国家电网公
司总部相关部门和山东电工电
气负责人参加签约仪式。

山东电工电气宏盛华源铁塔集团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完成签约

科大讯飞再添学习新品：

讯飞扫描词典笔正式发布

10月26日晚，科大讯飞在官
方抖音直播间发布了一款A.I.
学习方向的智能硬件产品———
讯飞扫描词典笔。这款词典笔的
核心功能是扫描查词，同时还针
对英语生词学习过程中的听、
说、读、记全流程设计了对应的
创新功能，使得英语生词的查阅
和学习都更加高效。

讯飞扫描词典笔相较于传
统纸质词典，不但更轻便，而且
查词速度快过不止20倍；相较于
手机APP，由于词典笔没有娱乐
功能，查词更专心，学习更专注。

查一个单词仅需0 . 5秒，将
词典笔的笔尖对准单词，轻轻一
扫，抬手即见释义，1分钟轻轻松
松能查80多个单词，阅读段落英
文如母语般顺畅自如。讯飞扫描
词典笔还配置了一块3 . 7寸高清
大屏，这几乎是市面上同类型产
品中数一数二的大屏幕，单词的
音标、释义、例句等可以一屏全
部显示，阅读流畅无需翻页，进
一步提高了单词的查阅效率。

词典笔的扫描识别准确率
高达99%，内置的权威词典涵盖
了小学到大学必备词汇，单词释
义权威准确。讯飞在智能翻译机
上积淀的堪比专业八级的翻译
效果，使得长句翻译也准确无
误。准确实际上也是高效的基本
前提，准确的结果省去了左右验
证，上下求索的时间。

讯飞扫描词典笔的创新功
能设计，正好覆盖了听说读记全
场景：听——— 权威词典都是欧美
真人发音，让你听到纯正的朗读
示范，犹如外教在身边；说———
支持实时语音翻译，模拟真人对
话练习，大胆自信流畅说英语；
读——— 支持口语跟读评测，读出
纯正语感；记——— 生词一键收
藏，云端同步，随时随地记单词。

讯飞扫描词典笔将于2020
年11月4日0点在天猫科大讯飞
旗舰、科大讯飞京东自营旗舰店
开始预售，目前已开启0元预约
活动，超值福利，早用早省心！

(高寒)

每一瓶好酒的
背后，都带着数字的年

轮；每一滴液体黄金，都从
秋天开始。九九重阳，花冠用
连续十九届储酒文化节，诠释了
真实年份酒数字化战略背后的意
义。2020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九
重阳节，花冠集团第十九届中华
储酒文化节开坛封坛储酒活动
在山东巨野举行，一场美酒
文化与思想激荡的双重

盛宴在此开启。

文/王静

匠心+文化
储酒节不仅仅是一种仪式

酒是陈的香。
酒的储存是白酒生产必不可少的

一个环节。因此，中国所有的酒厂都会
储酒，来向消费者展现企业储酒的真实
性。但是，真正能把储酒做成一种强大
的品牌和文化，花冠是首创。

中华储酒文化节是目前花冠历年
最重要的节日。历年文化储酒节，花冠
都会现场储存2000吨以上的美酒，为花
冠的年份酒生成一张身份证。自酒龄产
生开始，花冠的年份酒都可以通过数字
化手段，实现产品的可视化、动态化、透
明化，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真真实
实感受。这既是真实年份酒价值的鉴定
书，也是花冠实施“新名酒”品牌战略的
重要途径。

2002年，白酒产业发展
迎来了黄金十年，面对整个
行业以30%以上的速度狂飙
突进时，多数鲁酒企业却
还受“标王”事件影响，困
顿不前。当时的花冠虽是个
县级酒企，却率先成为了鲁
酒突围领军者，举办了第一
届“九九”花冠储酒文化节，
建立了中国白酒产业第一个

储酒文化品牌，扛起了中华储
酒文化大旗。自此，花冠便以
惊人的发展速度、广阔的发展
视角，创造了让整个白酒行业
都为之震惊的“花冠现象”，跻
身鲁酒龙头。

由此，花冠集团的九九
中华储酒文化节不仅仅是一
种形式，更有着丰富的产业
内涵。

因为十九年矢志不渝的
储酒文化节，这些带着真实
年份的优质原酒共计储存5万
吨之多。依托真实的酿酒储
酒资源，花冠集团已经成为
全国第四家、山东第一家通
过中国酒业协会年份酒认证
委员会认证的年份酒生产企
业。于此同时，在认证委员
会和第三方见证下，花冠现
场封存了1 . 67万吨5年以上的
年份原酒，为高端品牌储存
能量。其中，鲁雅香年份储
藏17年、12年以及冠群芳储
15和花冠20年陈，是获得中
国酒业协会年份认证委员会
认证的真实年份酒。

储酒节作为花冠年份酒
品质价值构建的重要支点与

证据，历年储酒节上那些历
尽时光沉淀的原酒，变成了
陈香味更加突出，酒体更加
绵柔，入口更加柔顺的年份
酒。这不仅为花冠的品质战
略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花
冠“新名酒”战略重塑了精
神阵地，正是花冠19届储酒
节日所传达的工匠精神、创
新精神、奋斗精神，成功塑
造了新名酒最重要的价值体
现与品质实锤。

“真年份”+“数字化”
与消费者实现深层交流

何为“新名酒”？有专
家认为应该是品牌不小、历
史悠久、品质不错、创新不
断，对内守得住，对外走得
出去的区域性龙头。比起老
名酒，则更具创新基因。

对 于 “ 新 名 酒 ” 的 打
造，花冠早在2013年，就开
始实施“名酒工程战略”。
它以国家名酒为标杆，从工
艺技术、管理理念、营销战
略、品牌塑造等方面进行全
面、系统地提升。目前，花
冠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
个表达：世界美酒鲁雅香特
色产区表达、储酒节真实年
份表达和国花庄酒庄酿造表
达，拓宽了“新名酒”战略
的边界和主动权。

为保障“新名酒”工程
顺利实施，花冠集团率先进
行数字 化 转 型 ， 联 合 “ 浪
潮”打造了一个多方参与、

沟通，共治共享的质量提升
生 态 体 系 。 通 过 “ 质 量
链”，围绕厂家、经销商、
零售店、消费者多个主体角
色 ， 为 产 品 建 立 “ 一 物 一
码”的数字身份证，从而实
现了让产品从原材料到原酒
再到调制进而到包装等生产
环节的数字化转变。

“质量链”的打造，不
仅能够确保投入市场的产品
合格率达到100%，还能为消
费者提供一站式产品质量查
询服务，通过扫码，便可以
了解花冠的产品和文化，进
一步从产品的原料、生产、
仓储、流通等各环节的质量
信息以及政府、检测机构的
审核和检测数据来达到对产
品品质的全面判断。

对于花冠来说，数字化
转型不仅仅只是将产品从线
下搬到线上，而是在坚持品

质战略的同时以数字化手段
赋能，一方面布局线上销售
渠 道 、 沟 通 渠 道 、 宣 传 渠
道，做好线上渠道和线下渠
道融合，提升跟消费者之间的
连接效率；另一方面也在提升
产品的服务能力和使用价值，
通过构建用户精准运营体系
和会员体系，形成花冠企业
的核心资产。这是花冠与消
费者实现深层次交流的一次
创新尝试，也是再度强化花
冠酒业在储酒领域的品牌标
杆效应。

如今，白酒行业内在转
型的关键时期，花冠将数字
化转型落实到年份酒的战略
当中，一定会让更广大的消
费者感受到花冠的魅力，让
每一瓶有身份的年份酒，为
花冠突围新名酒赋能，从而
谱写出鲁酒高质量发展的新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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