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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国国糖糖酒酒会会：：让让酒酒家家喝喝出出别别样样滋滋味味

10月6日晚，以“想得开，玩
的嗨”为主题的“泸小二上市新
闻发布会”在湖北武汉中央文
化旅游区——— 楚河汉街的药圣
广场隆重举行。泸州老窖博大
酒业公司的多位领导和专家与
其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家经
销商以及全国近100家主流媒
体的记者朋友们一同出席并见
证了中国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

“潮白酒”———“泸小二”上市的
精彩时刻。

作为泸州老窖针对80、90

后的社会消费强势群体特意打
造的年轻人专属的“潮白”，“泸
小二”的出现并非偶然：一方面
它反映了白酒行业发展的趋势
必然是“大牌不再是大牌，草根
不再是草根”，一个“小品牌时
代”即将到来；另一方面，“泸小
二”是泸州老窖从经典名酒价
值中再次创新，展现名酒对年
轻新群体吸引力，应对新时代、
新需求、新竞争机遇与挑战的
又一匠心力作。

“泸小二”秉承泸州老窖
传 统 酿 酒 工
艺，成就清透
细腻、甘甜清
爽的经典浓香
型小酒，引领
原酒+基酒的
多重自由调配
饮用风尚；通
透时尚、动感
活力、简约而
不简单的酒瓶
外包装，带给

乐于追求时尚与个性、渴望自
由与释放的目标消费者激扬青
春的力量；“想得开、玩的嗨”的
潮流生活新主张，志在为生活
在多重压力下仍积极寻找快乐
的80、90后年轻人传达一种乐
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和传递一份
奋勇前行的正能量。由此可见，

“泸小二”的上市将对白酒行业
个性化、年轻化的发展产生不
可估量的影响。

泸州老窖博大酒业公司的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无论是上
市时机选择、传播区域影响还
是产品渠道销售等，此次“‘泸
小二’上市新闻发布会”选择在

“武汉首届秋季糖酒交易会”期
间举办具有积极的意义。为了
配合“泸小二”的上市发布，除
了在糖酒交易会现场特展宣传
外，泸州老窖博大酒业公司还
将举办新品推荐与客户答谢会
等系列推广活动，据悉，“泸小
二”产品目前的销售预定火爆
程度大大超出预期。 (本记)

想想得得开开，，玩玩的的嗨嗨！！
中国首款真正意义上的“潮白酒”———“泸小二”在武汉上市发布

有着“天下第一会”
之称的全国糖酒会，注定
这个秋天有着不同的反
响。在华中重镇武汉，紧
缩下的中国酒企，开始品
尝着别样滋味。

郎酒：

百亿大跃进的受害者

位于长江北岸的武汉国
际博览会，本来可以享受一下

“天下第一会”带来的人气爆
棚场面，但主会期两天，面对
这个庞大的建筑物，人员不满
成了本届糖酒会最大看点。

7日、8日连续两天，记者
逛遍整个会场，没有找到这段
时间争议最多的郎酒集团的
展位。郎酒真的出问题了？带
着这个疑惑，记者现场进行了
多面采访。

在会展现场，一位泸州老
窖的代理商告诉记者，郎酒被
前三年的压货政策累着了，估
计很难再起来了。

据这位之前曾是郎酒的
代理商介绍，三四年前，在茅
台酒以酱香口味引领这个行
业发展的时候，郎酒打出了中
国第二酱香的宣传口号，青花
郎、红花郎以大营销手段迅速
占领市场，其中一个重要手
段，就是鼓励大进货、大奖励
政策，让经销商主动压货、压
库存。郎酒也趁机跻身中国白
酒百亿俱乐部，甚至还有鼓吹
手喊出了将“茅五剑”改成“茅
五郎”的。

如果白酒经销商压货能
够良性循环的话，郎酒的激进
营销策略的确能帮助企业做
大。但随着主要负责人牵扯官
司等不良信息出台，郎酒压货
压住了一批经销商。“今年八

月十五郎酒销量没有动，而我
了解的情况是，截止目前，郎
酒县级代理压货超过百万，市
级代理超过千万，省级代理有
过亿的，很多代理商半路溜号
了，这么压，没得干！”

除了压货，因为公司近
期的变更，有代理商诉苦：

“前年的进货奖励至今没有
兑现。”2 0 1 1 年销售额已经
过百亿的郎酒，据说内部已
经 将 今 年 的 销 售 计 划 主 动
压缩到30亿元。

而业内人士透露，郎酒从
百亿销售上摔下来，当地政府
很着急，曾主动联系让日子过
得比较好的泸州老窖代管郎
酒，但泸州老窖担心多年压库
存留下的后遗症太多，不愿意
接；有关部门现在又再跟五粮
液谈郎酒的经营问题。

最新的郎酒动态是，郎酒
股份公司总经理付饶表示，公
司目前面临两大难题是：去库
存和理顺老品的价格体系。这
与坊间传闻一致。

茅台：

主动放货2000吨

在主会场，茅台系仍然是
放出子品牌来抢市场。茅台股
份的汉酱、习酒均占据主力位
置，茅台主打产品飞天茅台放
出2000吨给新代理商和客户，
则成为这届糖酒会上口口相
传的最大新闻。

众所周知，茅台主打产品
历来只对传统经销商发货，这
也是所有茅台经销商赖以生
存的基础。当然，茅台对经销
商队伍管理较严：进主打产
品，必须配系列子产品；经销
商资格几乎不对外开放。

一位北京来的咨询公司
老总现场告诉记者，刚刚去了
趟茅台，这些天企业天天加
班，就是为了把这2000吨货发
出去。这2000吨货，都是发给
新经销商和新客户的，发货价
每瓶999元，没有搭配系列产
品的要求。

“老经销商进货价 8 0 0

多 ，但 有 系 列 酒 搭 售 的 要
求。”很多冲着茅台经销商
资格的客户，这次开始主动
进货，虽然这个价格比市场
价要高一点，毕竟茅台经销
商资格难得。“据说，现在进
货的经销商，明年就可以享
受老经销商的待遇。”

“茅台新放出2000吨的增
量来，后果不见得好。”这位北
京的咨询师预言：原来茅台销
售是甲方，茅台经销商更是稀
缺产品。而这次放货后，茅台
经销商资格被稀释了，茅台虽
然眼前解决了销售额问题，但
之后的茅台不再是大众眼里
的“国酒”形象了。这可是茅台
这些年几辈人呕心沥血得来
的。

(本报记者)

中国酒业公众大奖8日在全国糖酒会上揭榜

神神十十飞飞天天纪纪念念酒酒荣荣获获““全全国国最最佳佳营营销销策策划划奖奖””
本报武汉讯 (记者 李克新

于成功 )由本报联合泰山酒业
共同出品的“五岳独尊神十飞天
纪念酒”，即成为2013年度中国白
酒收藏品风向标之后，8日下午
在武汉再次荣获“中国白酒最佳
营销策划奖”，与茅台、五粮液、
泸州老窖、洋河等知名白酒品牌
同登领奖台。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10

月8日下午，有“中国酒业奥斯卡”

之称的2013年首届中国酒业公众
大奖颁奖典礼，在全国糖酒会上正
式揭榜。该活动自今年3月启动以
来，经过全国范围的企业报名、读
者问卷调查、网友投票、专家评审
等环节，于10月8日正式决出营销
创新、企业、产品、人物、经销商等5

类共25个大奖。
颁奖仪式上，当主持人将组委

会的评语口播出来：“神十飞天，泰
山酒业联合齐鲁晚报打造中国航

天事业的一份特别的纪念，一万瓶
全球限量发售，成为高档酒遇冷大
环境下难得的闪光点。”现场响起
了阵阵掌声，“让我们把年度最重
要的奖项——— 中国白酒最佳营销
策划奖，颁给来自山东的泰山酒业
集团和齐鲁晚报的团队，对他们为
中国白酒逆境中的创新能力和行
动鼓掌。”

据介绍，作为年内唯一一款经
过中国航天授权，集齐鲁文化、泰

山文化、航天文化于一身，所用菌
种采用搭载神八飞船进入太空的
诱变菌种酿制而成，借力神十飞船
成功飞天重大题材，全球限量发行
的纪念酒，上市伊始，因其独有的
稀缺性和极高的纪念价值得到了
白酒界和收藏界的广泛关注，在白
酒行业销售普遍遇冷的大环境下，
让人为之振奋，令行内企业刮目相
看。这也是这款纪念酒获此殊荣的
亮点所在。

与“五岳独尊神十飞天纪念
酒”同时获得中国酒业公众大奖的
还有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洋河
等名酒品牌。

据悉，中国酒业公众大奖作为
中国主流媒体酒业联盟的品牌活
动，由齐鲁晚报、南方都市报、大河
报、扬子晚报、北京晚报、钱江晚
报、楚天都市报等全国20家省级都
市媒体组成，成为影响力最广泛的
媒体联盟之一。

迄今为止亚洲最大的葡萄
酒 酒窖 ，计划耗费上亿元进口
15000只橡木桶——— 张裕瑞那城
堡酒庄不计成本的“大手笔”让
开业庆典现场的约400位经销商
为之震撼。作为陕西首座国际化
专业葡萄酒酒庄，该酒庄于10月
9日正式揭开帷幕，中国酒业协
会理事长王延才表示：“我品尝
了张裕瑞那城堡酒庄的干红葡
萄酒，这让我们更加相信，中国
不缺好葡萄园与好的风土，只要
我们沉下心来，就一定能酿出媲
美世界一流酒庄的葡萄酒。”

张裕瑞那城堡酒庄还宣布瞄
准1000万大众富裕阶层，主打中端
主流市场，最大限度贴近消费者，
并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

张裕瑞那城堡酒庄位于正在
崛起中的陕西渭北旱塬产区，但与
烟台、新疆、宁夏等酿酒葡萄产区
相比，知名度还不够高。

据悉，张裕在该产区建有1 . 5

万亩葡萄基地，张裕公司总经理周
洪江说：“陕西产区是张裕全国布
局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在这
里建立起从葡萄基地、原酒发酵到
酒庄生产的产业链，投资6亿元建
成张裕瑞那城堡酒庄，与意大利酿
酒世家——— 瑞那家族合作，充分利
用渭北旱塬产区优越的风土气候
条件，吸取意大利葡萄酿造的技术
和经验，酿出高品质的酒庄酒。”

值得一提的是，张裕瑞那城堡
酒庄的地下酒窖面积达15800平
米，可容纳15000只橡木桶，是迄今
为止亚洲最大的葡萄酒酒窖。

通常来讲，欧洲的每个酒庄只
有二三种橡木桶，而在张裕瑞那城
堡酒庄的酒窖里，拥有世界各国不
同产区、不同厂家、不同纹理、不同
烘烤程度的20余种橡木桶。

(本刊记者 孟萌)

张张裕裕瑞瑞那那城城堡堡
酒酒庄庄开开业业

10月11日，由国家文化部、山东省
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将
在省城济南省会文化中心大剧院开
幕。国井扳倒井作为十艺节全程合作
伙伴、唯一指定专用酒，将邀请全国
2000多名经销商到文化山东，观赏“十
艺节”，同中国国井一起融入第十届中
国艺术节这场文化盛会的畅享之旅。

2012年，国井扳倒井以卓越的品
质，深厚的文化底蕴，良好的高端品
牌形象，得到十艺节组委会青睐，成
功牵手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成为第十
届中国艺术节全程合作伙伴，立志为
成功举办这一艺术盛会、为中国艺术
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企业自身的贡
献。自此，国井集团将借助第十届中
国艺术界全程合作的机遇，充分发挥

“十艺节”的平台优势，借助中国唯一
井窖工艺、世界最大酿酒车间、中国
白酒行业唯一院士工作站、中国白酒
行业唯一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中
国第一品酒师、中国唯一芝麻香型菌
种库等六项全国第一，和山东省白酒

企业唯一的中国酿酒大师的平台优
势，依托高青中国白酒名城的全面建
设，加快品牌的推介与文化价值的传
播，推进“国井百亿白酒产业园”、“国
井古城修复”、“国井酒文化博览园”
等重点项目的建设，加强中国酿酒文
化的溯源与探索，加快国井酒文化博
览园的修建与完善，实现了中国数千
年酿酒文明的有序传承与发扬。

正逢第89届全国糖酒会盛大举办
之际，国井集团展厅气势恢宏,简约中
彰显大气与庄重,展厅的客商络绎不
绝，来自全国的经销商主动联系，到国
井驻地洽谈合作事宜。为答谢经销商
多年的支持，国井集团盛邀全国经销
商来山东一起欣赏第十届中国艺术
节演出剧(节)目，体验国井扳倒井白
酒与国家顶级艺术的完美交融，感受
鲁酒领航者的实力与风范。这不仅是
国井扳倒井与全国经销商携手共进、
共同参与十艺节的重要举措，更是将
鲁酒企业文化建设、品牌推介、营销
拓展转入新的增长阶段。 (李永训）

国国井井集集团团邀邀全全国国经经销销商商
来来山山东东观观赏赏““十十艺艺节节””
中国国井助力“十艺节”明日开幕

▲酒厂配套，郓城占了全国的主角

▲进口葡萄酒18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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