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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清

广告

长长清清酒酒类类终终端端市市场场调调查查
为了摸清长清市场酒类消费状况，科学引导酒类

消费，引领酒品牌发展，本报联合济南中大学创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开展此次长清市场酒类消费调查，请您认
真填写此表。对您的参与，我们将有礼品奉送。相关礼
品见调查表后。

本次调查的目的：明确各品牌酒在长清城区的市
场份额、品牌特色和优缺点，科学引导消费，助力品牌
塑造。

本次调查的取样范围：长清城区各主要餐饮机构
和酒类经销超市、网点。

本次调查的对象：长清城区市民和各大餐饮机构
本次调查采样时间：2013年8月15日—28日
本次调查的发布时间：2013年8月30日
调查执行：济南中大学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齐鲁晚报今日长清编辑部志愿者团队
一、问卷参与者信息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性别_________________
年龄_________________
职业_________________
学历_________________
是否饮酒_________________
月收入约_________________元
您的个人或店面电话

店面位置_________________
名称_________________
店面类别：
□酒店 □宾馆 □商业超市门头

二、调查问卷正文
1 .您经常购买酒水用于消费或者送礼吗？
□经常 □偶尔 □从不

2 .通常影响您或朋友选择酒类产品的主要因素有
哪些？

□品牌 □价格 □原料 □知名度
□包装档次 □口感 □购买是否方便
□跟潮 □广告宣传 □销售人员推荐
□亲朋好友推荐 □促销方式
□支持家乡白酒品牌

3 .您或朋友喜欢什么香型的白酒？
□浓香型 □酱香型 □清香型
□淡雅型 □芝麻香型

4 .您或朋友经常消费什么度数的白酒？
□32° □38° □42°
□45° □50°以上 □其他_______

5 .您或朋友经常喝哪个品牌的白酒？
□二锅头 □扳倒井 □长清泉
□好运泉 □百脉泉 □古井贡 □口子窖
□水井坊 □泸州老窖 □洋河 □古贝春
□董酒 □金六福 □五粮液 □茅台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常喝该酒的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通常情况下您一般消费酒的价位在多少钱一
瓶？

□10元以下 □10-30元 □30-70元
□70-130元 □130-300元 □300元以上

7 .如果节日走亲访友送酒，你希望送什么规格包
装的酒？

□单瓶装 □多瓶礼盒装 □整箱装
□酒和茶叶等其他物品的组合装
□其他____________

8 .就您自己而言比较喜欢什么样的促销方式？
□降价 □捆绑销售 □赠送礼品
□买一送一 □大抽奖或揭盖有奖 □积分兑换

9 .通常情况下您一般在哪些场所购买酒？
□商场超市 □烟酒专卖店 □饭店酒店等

10 .您了解长清的本土酒类品牌吗？
□非常了解 □喝过，一般了解
□不了解

11 .您最喜爱的本地酒是哪一种？
□长清特酿 □好运泉系列
□长清泉系列 □其他_______

12 .您觉得本地酒销售的有利因素有哪些？
□产品包装 □广告宣传 □酒水品质
□产品价格 □促销手段 □口感

13 .您愿意为支持本土白酒品牌发展而有意购买
本地酒吗？

□愿意 □不愿意

14 .您如何获知啤酒品牌的？
□报纸广告 □口碑相传
□朋友介绍 □其他_______

15 .您觉得长清本地最畅销啤酒是哪一种？
□燕京 □雪花 □青岛
□崂山 □其他_______

16 .您喜欢散装啤酒还是瓶装酒？
□散装 □瓶装 □桶装

17 .您如何选择啤酒品牌？
□口感 □知名度 □价格
□就近便利购买

18 .您和朋友小聚时，第一选择的酒类是？
□啤酒 □白酒 □红酒 □其他

19 .您和朋友商务宴请，一般的选择是？
□白酒 □啤酒 □红酒 □其他

20 .您到酒店或者您的顾客在酒店消费，自带酒类
的比率为？

□20%以下 □20%--50%
□50%--80% □80%以上

21 .您或您的顾客经常自带的酒水是？
□白酒 □啤酒 □红酒 □其他

22 .您认为长清本地白酒发展不足之处是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您对本地白酒发展的建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亲爱的朋友，当您认真填写完我们的这个调查
问卷时，我们的奖品将会带给您一份惊喜：一次免
费的店面挂牌广告，个人填写者可以赠送亲友的企
业。此外，我们的业务员也会向您介绍我们的全年
巨惠挂牌广告方案，优惠幅度超过直投媒体。如您
有意参与，请按照方案内容与业务员接洽。谢谢！

此调查问卷复印有效，读者可填写后寄回本报，店
面可由业务员回收交回本报。奖品解释权在本报长清
编辑部。

本编辑部通信地址：长清区大学路6655号齐鲁文
化产业园B区3103室，咨询电话：15706411177(固话)，
13969114563。

为答谢社会各界对齐鲁晚报《今日长清》的
关注和支持，本报《今日长清》分类广告版面向
社会各界，推出年度巨惠刊登方案。凡属新店开
张、业务初设、人员招聘、求职寻人、挂失拍卖等
生活资讯的刊发需求，本报分类广告版以低于
本地DM的价格予以刊登，且有次数赠送。形成
常年合作关系者，优惠价格更令您惊喜！详情请
咨询本报广告业务人员，或致电、发短信给本报

《今日长清》无线座机号15706411177咨询。

名士学府大酒店

风景秀丽，文化氛围浓郁，位于长清区大学科
技园紫薇路中段，四星级旅游饭店。

电话：0531-86520808。

鲁豫香美食城

招聘凉菜师，学历不限，工资2000-3000元。
工作地点：济南长清。
电话：18764136116。

风味鱼坊

位于大学城商业街，高薪招聘顺菜师傅，学历
不限，性别要求男性。

联系人：刘先生，13573768352。

贵妃家常菜

位于大学商业街，四千以上月薪招聘川湘菜厨
师2名，性别男。

联系人：徐先生，电话：15865269288。
招聘服务员，学历要求：初中，有无经验不限，

20--30岁。
联系人：张先生，13573799585。

韩记牛汤

招店员，13625318093。

贝克汉堡长清店

位于长清中学向东100米路南，招聘服务员，待
遇：1000-2000元月薪，性别：女，18-35岁。

联系人：秋先生，13181700205。

尚品堂酒店

招聘全职收银员，包吃住，年龄：18-30岁。
联系人：王总，电话：151565092353。
地址：长清文昌经十西路农行旁边。

都市118商务型连锁酒店

商务型酒店连锁品牌，房间设施：宽带上网，空
调，24小时热水，酒店服务，叫醒服务，洗衣服务。

地址：长清经十西路16402号。
电话：0531-55615888。

园博园度假酒店

房间设施：宽带上网，wifi，免费停车位，各种设
备齐全，位于园博园景区内。

电话，0531-87230888。招服务生、传菜生。

紫气东来酒店

转让，13335180255。

渔村小海鲜

招聘杂工，83139588。

一品小海鲜

新菜品上市，87261287。

川鲁菜馆

招聘厨师、服务员，87226869。

顺峰水饺

订餐电话：83135659。

宾谷街西万隆超市

招聘店员，87217136。

小背篼酒店

位于灵岩路，价格优惠，订餐电话：89788278。

龙润茶专卖店

位于济南市长清区凤凰路3576号的龙润茶专
卖店已隆重开业，欢迎光临品鉴，联系电话：
18660130897。

龙润茶先后荣获中国驰名商标、北京奥运会特
许生产商等200多项殊荣，2013年更荣获中国普洱茶
十大品牌之首。“G20”峰会、金砖五国峰会，龙润茶
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国礼茶赠送外国元首，被称为

“国茶龙润”。2013年6月，龙润茶再次站到2013美国
世界茶业博览会上，全面展示中国茶的博大精深与
科技创新，受到了关注和追捧。龙润茶成功走向世
界，这都源于龙润茶本土化经营策略，不仅全新在
美国组建新的公司，聘请当地人实施调研、研发、销
售及推广，从茶叶原料、茶品形态、茶文化以及茶品
消费方式等改革和创新，全方位、立体化满足国外
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克服了中国茶在海外市场“水
土不服”的瓶颈。

龙润茶作为中国茶第一品牌在业内首家提出
“用制药的经验制茶”，独创性地提出了“86道质量
把关”，建立了独有的质量管理体系，经过层层严格
质量把控，带给消费者最优质健康的茶。本店主营
龙润普洱，滇红，安化黑茶，各种养生保健茶，各种
高档茶具工艺礼品，贵州董酒,鲁花花生油，红酒等
各类送礼佳品。

欢迎广大市民进店免费品茶，每日第一位进店
购物的顾客更享有优惠折扣，欢迎各界朋友前来团
购，活动期至9月30日。

部分参与调查的酒店餐饮或商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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