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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水 T05

山东景阳冈酒业 T036

山东百脉泉酒业有限公司 T037

古贝春集团销售有限公司 T038

山东温和酒业有限公司 T039

山东洛北春酒业有限公司 T040

烟台市中圆酒业有限公司 T041

山东金钢山酒业有限公司 T042

山东万德酒业有限公司 T043

山东活水源食品有限公司 T044

桓台世纪龙商贸有限公司 T045

五粮液干一杯酒 T046

五粮液干一杯酒 T047

德州市旭日副食品有限公司 T048

贵州天子宴酒业有限公司 T049

潍坊市裕华酒厂 T050

贵州皇宫御酒业 T051

山东省阳信中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T052

潍坊华一饮料有限公司 T053

五粮液自销品牌百家宴山东营销中心 T054

济南趵突泉白酒销售有限公司 T055

山东红太阳酒业有限公司 T056

淄博糖酒站 T057

秦池酒业有限公司 T058

齐国盛世酒业 T059

山东沂蒙老区酒业有限公司 T060

青州云门酒业有限公司 T061

青岛琅琊台酒销售有限公司 T062

曲阜孔府家酒业 T063

徐水县刘伶醉商贸有限公司 T064

杭州哈布斯堡贸易有限公司 T065

大众网 T066

山东大禹龙神酒业有限公司 T067

山东百粮春酒业有限公司 T068

山东蒙山酿酒有限公司 T069

山东颐阳酒业 T070

青岛格里克食品有限公司 T071

四川五粮国宴酒业有限公司 T072

贵州茅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T073

烟台报捷印刷有限公司 T074

泰安市泰山日出酒业有限公司 T075

淄博齐王春酒业有限公司 T076

泰安市华麟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T077

山东董公酒业有限公司 T078

山东董公酒业有限公司 T079

山东万事孔子酒业有限公司 T080

东方杨春酒业 T081

泰安市柴山泰酒业有限公司 T082

贵州国宝熊猫酒 T083

泸州老窖·世纪荣耀 T084

河南省坤鼎商贸有限公司 T085

兖州市金阳光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T086

贵州赖氏酒业有限公司 T087

五粮液绵柔尖庄 T088

五粮液绵柔尖庄 T089

山东孟府酒业有限公司 T090

山东冠县尊仕食品有限公司 T091

曲阜市孔府酒坊酒业有限公司 T092

山东冠县领舞食品有限公司 T093

山东沂蒙山酒业有限公司 T094

山东宏源酒业有限公司 T095

新华锦（青岛）即墨老酒有限公司 T096

山东天地缘酒业有限公司 T097

济宁心心酒业 T098

烟台酿酒有限公司 T099

泸州泸纯酒业 T100

济南共赢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T101

临沂市兰山区彩艺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T102

临沂市兰山区彩艺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T103

山东金彩山酒业有限公司 T104

朝阳皓盛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T105

泸州老窖金牌A系列运营中心 T106

山东绿野生物科技园股份有限公司 T107

四川大地鸿运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T108

河南私享人生酒业有限公司 T109

御泉春酒业 T110

青岛玉叶泉商贸有限公司 T111

宁城牧牛酒业有限公司 T112

烟台劲康酒业有限公司 T113

济南同磊商贸有限公司 T114

济南鸿升商贸有限公司 T115

山东美东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T116

郓城好汉城酒业有限公司 T117

济南法莱雅葡萄酒有限公司 T118

双城市小粮屯酒业有限公司 T119

泰山御酿酒厂 T120

潍坊紫鸢乳业发展有限公司 T121

山东金阳光伟业食品饮料厂 T122

山东绿洲醇食品有限公司 T123

北京望京酒业有限公司 T124

青岛威力特酒业有限公司 T125

山东阳春羊奶乳业有限公司 T126

山东阳春羊奶乳业有限公司 T127

贵州妙悟酒业有限公司 T128

贵州金沙窖酒业山东办事处 T129

临沂百姓日化有限公司 T130

北京韩桥饮品有限公司 T131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仁和酒业有限公司 T132

济南薇娜酒业有限公司 T133

山东三维大豆蛋白有限公司 T134

山东三维大豆蛋白有限公司 T135

山东圣洲啤酒 T136

济南天和隆糖酒茶副食品公司 T137

成都市久洲酒业 T138

青岛林之源商贸有限公司 T139

贵州国藏酒酒业有限公司 T140

玛丽酒业有限公司 T141

玛丽酒业有限公司 T142

青岛威力诺尔红酿酒有限公司 T143\T144

单位名称 展位号

山东板桥酒业有限公司 T001

山东景芝酒厂销售总公司 T002

山东兰陵美酒股份有限公司 T003

山东新星集团有限公司 T004

荷泽威源酒水有限公司 T005

北京红星君利豪公司 T006

荷泽威源酒水有限公司 T007

即墨妙府老酒 T008

春开窖酒业有限公司 T009

潍坊糊涂怪酒业有限公司 T010

山东新大印刷有限公司 T011

山东新大印刷有限公司 T012

巨野儒诚酒瓶 T013

贵州酱宗源酒业 T014

烟台富景酒业有限公司 T015

济南冠中全酒业有限公司 T016

珠江啤酒 T017

山东豆黄金食品有限公司 T018

德国爱森堡特啤酒有限公司 T019

山东泰宝防伪技术产品有限公司 T020

烟台御宝酒业 T021

陈年老窖酒山东运营中心 T022

法国法斯达葡萄酒 T023

泸州西部颂酒厂 T024

四川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T025

济南卓越酒业 T026

烟台神马包装有限公司 T027

烟台神马包装有限公司 T028

烟台神马包装有限公司 T029

烟台神马包装有限公司 T030

花冠集团酿酒有限公司 T031

山东国井酒业有限公司 T032

泰山酒业集团 T033

浮来春酿酒集团 T034

浮来春酿酒集团 T035

2014年春季山东省糖酒商品交易会参会名录（部分）

据 山 东 省 糖 酒 副 食 品 商
业协会秘书长李明信介绍，截
止 到 1 7 日 下 午 6 时，九成参展
企业将布展完毕，“现在大量
的企业开始集中布展，1 7日晚
上 可 能 会 剩 下 少 数 企 业 仍 然
进行商品的布置，但 1 8日早上
之前，会全部布置完毕。”李明
信说。

1 6日，记者来到昌国西路
看到，各参展企业的广告牌都
已 经 竖 立 在 道 路 中 央 ，每 隔
1 0 0米就会有一家参展企业的
广告牌。随后，记者来到国际
会 展 中心 看 到 ，2 0 0 余个室外
展区已经基本布置完毕，正在
进行相关的装饰张贴。而在特
装展区，有的企业已经开始入
驻商品。一名正在卸货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是从四川
赶过来的，为了抢占先机，他
们将尽快把展位布置完毕。

山山东东省省春春季季糖糖酒酒会会1199日日开开幕幕
连续两年春季会落户淄博，省内外2000余家企业参展

本届糖酒会由山东省糖酒副
食品商业协会和淄博市政府共同
主办 ,淄博市张店区承办 ,会议主
会场设在淄博国际会展中心。此
次糖酒会共分为3个展区,会展中
心一楼设立特装展区 ,三楼设立
标装展区,另外还设有室外展区。

“目前展会招商工作正在有序推
进 ,一楼特装展位140余个已招商
完成,有的企业为抢占先机，11日
就开始入驻布展。4月17日至18日
将集中布展 ,18日进行预展 ,19日
展会正式开幕。”山东省糖酒副食
品商业协会秘书长李明信介绍
说。

据了解 ,这是淄博连续两年
承办山东省春季糖酒会,去年4月
20日,第70届山东省春季糖酒会在
淄博成功举办 ,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0多家企业参加 ,参会客商达6

万余人 ,并达成意向成交金额30

多亿元。据山东省糖酒副食品商
业协会会长薛剑锐介绍 ,山东省
春季糖酒会大多在省内各地市和
县市轮流举办 ,参会代表以省内
企业为主 ,以周边省份为辅 ,影响
全国20多个省市。

“从近几年举办的情况来看,

每次参展企业都在1500家左右,参
会代表在5万余人 ,成交额15至20

亿元。”薛剑锐说。

除此之外，本届会展组
委会也对相关细节进行了
要求。据组委会工作人员介
绍 ,在本次会展中 ,与会交易
的商品必须符合国家统一
规定的食品卫生等有关标
准 ,严禁假冒伪劣产品进会
交易。

参展企业预定展位时 ,

须提供合法、真实、有效的有
关证件 (参展企业营业执照
复印件、参展产品生产许可
证复印件 )。凡不能提供证件
者 ,会议不予办理展位预订
手续。

同时 ,为保证会议的正

常交易秩序 ,所有参会车辆
必须到指定停车场停放 ,各
参展代表要给予配合。

据张店区区长沙向东介
绍，糖酒会期间 ,供电、卫生、
食药监、公安、消防、交警等
多个部门实行联动 ,确保糖
酒会顺利举办。

本届糖酒会参展企业预
计将达到2000多家，参展厂商
涵盖酒类、乳品、饮料、食品、
包装等多个行业。

据李明信介绍，与去年相
比，今年外省的酒企明显增

多，包括五粮液、茅台、泸州老
窖、杜康等国内知名企业大量
入驻，“仅五粮液今年就来了
五六个分支品牌，一些外省酒
企与我省酒企将会同台竞技，
正是在今年这样的形势下，竞

争肯定会非常激烈。”
据悉，我省部分知名酒

企，如扳倒井、景芝、兰陵、趵
突泉、景阳冈、古贝春、百脉
泉、孔府家等，都在特装展区
设置了展位。

2014年春季(第71届)山东省糖酒商品交易会将于19日在淄博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会期两天。据了解，今年已是淄博
连续两年承办此次展会。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有2000多家酒类、副食品、包装、印刷等企业来淄博参会。

共分3个展区

18日进行预展

本报见习记者 刘晓

外省酒企增多 副食品企业较少

严禁伪劣产品进会交易

糖酒企业18日

全部布展完毕

不少酒企在会场中布置了自
己的宣传彩门。

工作人员在为糖酒会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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