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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由于受“三公”消费政策出
台及塑化剂带来的影响，经过了黄金十年
的快速发展后，一线高端白酒疲软现象显
现，行业调整的迹象初现端倪，甚至有人
提出了白酒拐点论的观点。

本次行业调整，在于调整前期高端白
酒快速提价造成的畸形发展，以及因畸形
公务消费造成的不良影响。过于重视广告
营销和渠道建设，炒作概念的酒企恐怕要
受一定影响。但随之而来的白酒价值回
归，将会使白酒重新走向重视品质、重视
消费者的理性道路上。公众购买力的增强
又会拉动消费升级，预期中端白酒将成为
未来白酒消费的主力。

与往届糖酒会各大酒企高歌猛进推出
“高端酒”“天价酒”的热闹景象相比，
今年的糖酒会，厂家纷纷谋求更贴近普通
老百姓的市场策略。与此同时，一些二三
线酒企抓住时机，杀向市场，试图在白酒
行业中“逆袭”。“一线高端白酒受到打
压，给了二三线白酒尤其是有着多年品牌
积淀的地方特色名酒以机会。”白酒营销
专家肖竹青说。同时，中低端白酒在销售
渠道中更受欢迎。这一说法在四川一家中
档品牌酒企负责人口中得到证实：“这次
糖酒会，和我们签订合同的经销商中，有
不少是原来高端白酒的经销商，这说明高
端白酒真是遇到了困难，二三线白酒机会
很大。”

本界糖酒会上，四川携众多酒厂联合

推出“老百姓喝得起的好酒”，意欲转
型，打造中端价位白酒；郎酒、汾酒、酒
鬼酒、西凤凤香经典、剑南春、杜康等众
多品牌，也纷纷展示了2013年的新思路和
新变化。

正处于发展上升时期的山东白酒，目
前似乎没太感受到周围的“寒意”。2012年
年，山东大多数酒企市场占有率都有不小
的增幅，圆满完成了年初制定的销售目
标，扳倒井、景芝、泰山、趵突泉、花冠、古
贝春等多家酒企销售额都超过了十亿。

这得益于鲁酒大多是地方名酒，价位
多处于中低档，有着扎实的群众消费基
础。由于鲁酒企业领导重视技术改造，严
把质量关，鲁酒质量近年来一直是稳中有
升，质量过硬，口感好，品质好，价格不

高，性价比高，实实在在赢得了消费者的
心。经过几年的结构调整，鲁酒的主流畅
销品种大多为200元到500多元之间的中端
酒。白酒泡沫挤过后，真正优质优价的鲁
酒反而会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对于一
直坚持“笨笨”地靠质取胜，不善张扬的
鲁酒来说，挑战反而变成了可遇不可求的
发展机遇。

中端崛起是白酒未来的趋势，这正
是鲁酒的主力所在和优势所在。山东白
酒行业的掌门们敏锐地捕捉到市场的机
遇，提前布局。2013，是鲁酒充满希望
的一年。

随着国内拉动内需，推动消费升级的
进程，白酒行业依然会保持增长。经受住
挑战的白酒，将会迎来更大的发展。

3月26日，丰联集团携旗下武陵、板城、孔府家、文王四家酒
企入川，成为2013春季糖酒会倍受瞩目的行业“生力新军”。这是
丰联首次以集团阵容公开亮相。而随着集团在浓香、酱香两大领域
的布局，以及“全国性品牌+区域名牌”战略架构的逐步清晰，丰
联欲树酒业“生力新军”的意图也逐渐浮出水面。

丰联集团此次全阵容赴会被业界视为一次“阅兵礼”：武陵和
孔府家以冲击全国性品牌为目标，致力于成为具有广泛知名度的公
众品牌。板城和文王则旨在深耕区域市场，从所覆盖的区域省份挖
掘潜力，成为同时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的区域优势品牌。
丰联集团总裁路通表示，建立这样的品牌架构，正是基于对白酒市
场发展趋势的判断，以及武陵和孔府家的品牌积淀和发展潜力。

“现在丰联集团的品牌架构已经比较清晰，各个品牌之间也能
够有效的联动。”路通说。随着优势资源的不断注入，丰联集团
“全国品牌+区域名牌”的架构将会更加完善，集团内部的规模效
应和与联想控股的联动效应，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酒业生力新
军的丰联集团前进步伐也将更为扎实。 (甘曼玲)

3月28日，第八十八届全国糖酒会在
四川成都拉开帷幕。作为鲁酒领军企
业，国井扳倒井集团在会展期间凭借一
系列别具特色的产品展示和媒体传播，
将国井扳倒井所在地高青“中国酿酒发
祥地”、“中国白酒名城”千年酿酒历
史与文明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示了千年
国井的风范，在会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

作为本届全国糖酒会最大的看点，国
井扳倒井打造最好的展厅、最好的大型门
楼、最好的路旗等，展示了国井扳倒井深
厚历史文化，将芝麻香的高端品位演绎得
淋漓尽致，引得过往行人及参会客商纷纷
热议好评，特别是国井系列国3、国6、国
9等高端芝麻香产品，给广大经销商和参
观者留下了独特而深刻的印象。国井扳倒
井集团除了多样的宣传形式，精心布置的
形象展台外，还与华夏酒报等多家媒体举
办了“中国国井华夏论坛——— 中国传统文
化与酒业”等高峰论坛活动，并力邀中国
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主任张颐武作主题演讲，旨在打造糖酒会
第一高峰论坛。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刘员、中国酿酒工业协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王琦等行业领导出席论坛并致
辞。论坛围绕着中国文化促进中国白酒发
展进行了专题演讲，引起行业内外的广泛
关注。

国井扳倒井集团副总经理张辉在作主
题演讲时表示，被授予“中国白酒名城”
称号的高青，是酒祖仪狄故里、齐国初
都、中国酿酒发祥地。高青陈庄西周文化

遗址，被列入“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遗址出土的大量觥、盉、尊等青
铜酒器、酒具等，为高青久远的酿酒文明
作出实物印证。高青天然优越的酿造环境
赋予了国井扳倒井原始精华；独有的优质
“水”、“粮”资源，白酒行业尖端的人
才技术，中国芝麻香白酒第一窖的巨大产
能，将芝麻香的古老高贵与现代科技的经
典时尚相结合，酿出了国井扳倒井卓越的
品质，赋予了国井扳倒井新的时代特色，
充分满足了消费者“绿色、安全、健康”
的消费诉求，成就了国井扳倒井所酿芝麻
香的崇高地位。

据张辉介绍，围绕文化促进白酒发展
的路径，国井扳倒井集团正在全面推进
“国井扳倒井百亿白酒产业园”、“国井
扳倒井古城修复”、“国井扳倒井老厂区
文化园改造”、“万亩酿酒专用高粱种植
基地”四大项目的进程，全面打造国井高
端芝麻香、扳倒井淡雅浓香，推动中国白
酒科研发展的进程，引领中国白酒步入科
技研发与技术创新的新阶段，开启加速发
展的新纪元。

著名评论家张颐武则认为，中国白酒
作为最具中国元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
在受到全球的关注，中国白酒未来发展之
路，必然是围绕中国历史文化这一核心进
行产业化发展。

特色的形象展示，引人驻足的广告宣
传，交口称赞的论坛活动，最重要的是国
井扳倒井扎实的产品质量根基，使“千年
国井，大国典藏”——— 国井扳倒井在本届
糖酒会上，再一次展现出了领航者的姿
态。 （李永训）

2013：白酒的挑战与机遇

鲁酒梦，中国国井领航

——— 全国糖酒会上，扳倒井演绎“千年国井”风范

丰联欲树酒业“生力新军”

2013年3月24日，全国糖酒会期间，成都，香格里拉酒店。贵
宾云集、名商会聚、高朋满座，“国脉凤香西凤酒，经典传承三千
年论证会”、“陕西西凤六年、十五年陈酿酒营销有限公司成立揭
牌典礼”及“西凤酒2013大凤香新品发布会”在这里隆重举行。

会上，陕西西凤酒营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可强作了题为《跨越
2013：创新开路 实干兴企 实现西凤跨越发展》的主题演讲。他
表示，2012年，尽管白酒行业整体增速有所放缓，特别是高端酒市
场受到冲击，但是西凤酒在变革创新、开拓前进的思路指导下，销
售业绩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圆满完成了既定目标任务，企业在扩产
增量、技术提升、结构调整、品牌宣传、市场营销、内部管理等各
个方面成绩显著，为西凤早日跨入百亿军团，实现老名酒的战略复
兴打下了坚实基础。2013年，对中国白酒行业来说，是形势严峻、
复杂变化的一年，这对白酒企业来说，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同时也
是一个寻求突破的历史机遇。

宾朋聚一堂，只缘凤酒香。会议期间，企业领导和营销人员与
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沟通。大家纷纷表示了对打造西
凤酒新发展的坚定信念，共同期待与西凤酒实现2013年厂商合作、
互利共赢，对西凤酒百亿目标、再铸辉煌的未来充满信心。

(邱爽)

跨越2013：

西凤新征程，白酒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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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花冠集团举行2012年度工作总结表彰大会，董事长刘法
来欣喜地宣布，过去的一年花冠集团成绩喜人。

据悉，2012年花冠集团秉承“实实在在做人，认认真真酿酒”
的企业理念，牢牢把握发展主线，加大“转调创”力度，开拓创
新、跨越发展，全面完成了各项任务目标，实现了稳步、快速发
展，粮酒产量比上年同期增长115%，新增就业480人，各项经济指
标均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总结会上，刘法来宣布：2013年花冠集团将以创新发展为动
力，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与档次；坚持发展型市场上质量，成长型
市场与销售并重，开发型市场搞突破的原则，力争在新的一年实现
新的发展与跨越！ (刘苏)

粮酒产量同比增长115%，新增就业480人

花冠集团2012年度成绩喜人
近日，郎酒集团2013年全国经销商

大会在四川省体育馆召开，相关领导、
专家、经销商及媒体人士近4000人参加
了此次大会。会上，郎酒确定了2013年
110亿元的基础目标，力争完成130亿元
的年销售额。

据了解，早在2009年，郎酒集团就
提出，经销商、社会和郎酒三方共赢既
是郎酒健康快速发展的前提，更是最终
目标。一直以来，郎酒在坚持对产品品
质的严格管控、对品牌建设的深度挖掘
上成效突出。作为老字号白酒企业，郎

酒坐拥环境、山泉、工艺和洞藏四大宝
藏，精益求精，确保产品品质绿色上
乘；在产品质量一流的前提下，深挖品
牌潜力，彰显品牌诉求，张扬品牌个
性，极大提升了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
度。

事实上，一直以来郎酒在加大生产、
储运等后勤保障服务和加强打假防窜体系
及制度建设上不遗余力，成效显著。为进
一步保障经销商利益，2013年郎酒将在三
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进一步提高经销商
与郎酒共享共赢的长效合作机制，实现经

销商做大做强以及持续稳定的利润回报；
二是夯实市场基础，对销售渠道进行有效
梳理和管控，实现市场销售渠道畅通、规
范和有序发展，实现郎酒及经销商出货渠
道的有效掌控；三是控量保价，提升经销
商利润，规范市场，重构价格体系，加大
力度提升服务质量，加快经销商库存消
化。

2012年郎酒销售收入再创新高，突破
110亿元，续写百亿辉煌。为保证郎酒未
来“黄金十年”有效、有序、稳定发展，
郎酒集团主动出手改革其独创的“事业部

+办事处”的“矩阵式营销组织结构”，
变革成为以5大事业部为主体的“准公司
制运营模式”。

此次重大改革，是郎酒高速发展六年
来的首次变革，目的在于提升郎酒的市场
反应速度、增强市场驾驭能力、规范市场
秩序，有效推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市
场化解决，最大限度地保证经销商获利。
此次组织机构变革，对于郎酒持续、稳
定、有质量、有速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组织结构基础。

（宗星）

三方共赢开启未来黄金十年———

郎酒2013年全国经销商大会在蓉召开

3月28日，成都全国糖酒会上，山东景芝酒业展台前参观者络绎不绝。
□翔笃 报道

3月21日，由山东省白酒协会等举办的“鲁酒有约——— 2013山
东消费者体验鲁酒振兴之旅”活动，走进中国芝麻香白酒第一镇景
芝镇景芝酒业。

景芝酒业，近几年先后兴建起“景芝酒文化展览中心”和“酒
之城文化广场”等。坐落在景芝酒业院内的南校场烧酒遗址，是明
清之际72家酿酒作坊的代表，是国内白酒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酿酒作
坊之一，被列为首批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多年来，景芝酒业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打造“百亿景酒”的一
项重要支撑，以千年酒文化资源为依托，从参与《闯关东》的赞助
拍摄，到“景芝酒业围棋世界冠军奖励基金”文化营销，再到景酒
现代生态酿酒产业园和齐鲁酒地文化创意产业项目等，通过文化元
素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主营销售收入连续四年保持了近
50%的增幅，走出了一条以品质、品牌和文化建设为支撑、以塑造
“真心酿真情”为理念的发展经营道路，形成了纯粮酿造、工业旅
游、蛋白饲料等的多元化格局，先后被国家确认为“中国芝麻香白
酒第一镇”和“中国芝麻香白酒生态酿造产区”等称号。(李荣刚)

“鲁酒有约”

走进景芝酒业

作为“中国第一文化酒”的酒鬼酒，
亮相于3月24日至31日在成都举行的第88
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 (以下简称糖酒
会)。该会被业界誉为“天下第一会”，
历来是各白酒厂家和经销商及消费者交流
的绝佳平台。

酒鬼酒糖酒会展厅位于成都世纪城新
国际会展中心。展厅以热情洋溢的红色为
主色调，设计中还包含了大量中国著名的
书画家、文学家黄永玉先生的书画作品。
黄永玉先生正是酒鬼酒酒瓶等元素的主要
设计者。酒鬼酒展厅中，别具风情的木
头、独特的吊脚楼造型、漂亮的苗家女
孩、风格独特的麻袋酒瓶，无一不在展示
着酒鬼酒的独特文化和酒鬼酒产地湘西独
特的民族特色。

3月28—30日，随着本次糖酒会达到

高潮，酒鬼酒展厅内的气氛也逐渐热烈。
三天的时间，酒鬼酒展厅内的工作人员接
待了陆续来访的经销商及客户。一位来自
上海的客户对接待人员说，自己在12年前
就喝过酒鬼酒，对酒鬼酒的馥郁口感记忆
犹新。看过酒鬼酒的展厅后，更是被酒鬼
酒充满少数民族韵味、具有丰富文化内涵
的气质所吸引，他有意加盟酒鬼酒，想在
上海开一家酒鬼酒专卖店。

本次糖酒会，酒鬼酒共展出了53款产
品。其中，除了酒鬼酒系列形象产品———
洞藏、内参、酒鬼、湘泉外，酒鬼酒股份
有限责任公司还重点推广了新产品系
列——— 酒鬼老坛酒。作为酒鬼酒公司新推
出的一款战略产品，酒鬼老坛酒以其一脉
相承的馥郁口感、古朴独特的瓶身设计，
赢得了众多经销商的赞誉。 (邱爽)

“醉美”湘西文化亮相成都糖酒会
始创馥郁香型吸引各路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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