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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酒高峰论坛在茅台集团举行

!!!!!!!"

月
#$

日!由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办!中

国酒业协会"遵义市人民政府"贵州茅台集

团承办的 #世界名酒高峰论坛$在茅台集团

举行!与会的国内%国际酒业的&名人$们就

&融合%创新%发展%共赢'((世界名酒的谋

与变$这个核心议题展开深刻讨论) 作为贵

州省旅游发展大会重要活动之一! 此次高

峰论坛云集了国际"国内酒业巨头!中国酒

业协会理事长王延才!克罗地亚前总理"世

界酒业联盟主席司马安*希莫尼奇!比利时

布鲁塞尔国际酒类大奖赛组委会主席卜杜

安*哈弗!法国卡幕酒业集团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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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集团董事长袁仁国+党委书记李

保芳!五粮液股份公司总经理陈林!古井集

团党委书记"股份公司董事长梁金辉!泸州

老窖集团董事局主席" 股份公司董事长张

良! 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李秋喜以及洋河酒厂" 西凤酒厂等中国名

酒厂均派重要领导出席了这次名酒高峰论

坛,

打破与创新

茅台集团董事长袁仁国提出!创新驱动

是世界大势所趋!世界酒企正面临新的增长

动力源泉的窗口期! 要以创新激发发展潜

力%增强增长动力!培育新的核心竞争力!提

升市场占有率, 同时!全球商业已步入电商

时代! 互联网正在深刻地改变整个营销环

境%营销格局, 酒类企业要以&互联网思维$!

重视电子商务的运用与创新!积极探索互联

网
/

!促进销售渠道创新,中国白酒企业要重

视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掘! 培养酒的爱好

者%继承者和传播者!同时要借鉴和吸收外

国酒文化!结合中国白酒特点!创造年轻人

群饮酒的新方法, 保乐力加中国董事总经理

高晟天认为创新是酒品牌常青的秘诀-该集

团旗下最具悠久历史的&马爹利干邑$!一直

非常重视与消费者保持紧密联系!马爹利为

抢占当代年轻精英市场!先后与世界知名的

时尚设计师合作发布限量版的马爹利名士

酒!还推出了系列旨在吸引年轻消费者的数

字营销活动!并根据消费者日益多元化的口

味研发新款的鸡尾酒调配方式!通过对创新

持之以恒地投入!使马爹利这个古老的名酒

品牌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化退出舞台!而是

得以一直占领着各时代的市场制高点, 司马

安*希莫尼奇说!名酒的未来不能靠坐等!只

有主动改变!通过主动改变才能创造名酒的

未来, 以中国名酒为例!要进入国际市场!光

是让国外消费者了解中国酒是不够的!还要

让他们懂得饮用中国酒有哪些益处!懂得中

国酒文化,

当代的国际酒市场更为开放 也更富有

挑战性

当前!世界名酒共同面临新形势下全球

酒类战略结构调整的问题!中国潜在的巨大

消费市场越来越受世界名酒的重视, 与会国

内外酒界名人达成共识!认为&共谋坚持开

放$是世界各大名酒在当代的发展出路, 袁

仁国说!经济全球化既给中国传统白酒市场

冲击和压力!也带来新的模式和思维!接近

中国与世界酒市场的距离, 中国白酒企业应

该主动参与国际竞争!从跨国企业的治理模

式中汲取营养!在坚守和传承民族品牌核心

竞争力的同时!加深对世界市场的理解和学

习!提升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制度环境下

拓展市场的能力, 与会人士分析!中国酒进

入国际市场也有独特的优势!与世界多国生

产葡萄酒不同! 中国白酒只能在中国生产!

地域生产的唯一性使得中国名白酒可以在

国际市场制定自己的话语权, 中国酒不能故

步自封!必须加快文化融合!力争包容%兼容

中西文化, 当前更多世界名酒涌入中国!中

国酒也要寻找更多出海渠道, 茅台致力于融

入国际市场!茅台国际营销网络已经覆盖了

0$

多个国家.地区/!收购法国波尔多海玛酒

庄!在巴黎设立了办事处)

合作是世界名酒企业行稳致远的&金钥

匙$) 世界白酒企业要相互依存!日益结成利

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中国白酒应抢抓

&一带一路$ 机遇! 更为主动走向国际化市

场!加强供给侧改革!通过优化结构创新国

际市场供给) 中国名白酒还要与世界酒企实

施竞合战略! 促进民办酒类营销格局的演

变)

"十三五#中国酒业将稳中有增健康前

行

王延才在会上介绍!&十三五$中国酿酒

行业将保持良性+健康+稳中有增的整体经

济运行态势) 中国酿酒业在中国经济换挡转

型期!一方面要承受综合成本大幅上升的压

力!另一方面要努力适应低碳经济+节能减

排+转型升级+食品安全+环境保护+消费理

念和消费结构变化以及外国强势酒文化渗

透等诸多压力! 还必须担负起改善民生+稳

定价格!保障消费!扩大内需!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的义务) 为此!中国酒业要把握&一带一

路$新机遇!推动中国酒业国际化进程!实现

中国民族产品跨入世界酒类大舞台的梦想!

要倡导理性饮酒! 传播科学文明的酒文化!

引导科学消费) 还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

路!加大科技投入!推动技术进步和自主创

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开展信息化和工业

化深度融合!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

实现酒类装备的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和

智能化)

此次世界名酒高峰论坛!是茅台集团首

次作为东道主在茅台集团公司总部承办的

国际性会议! 其目的是为世界名酒搭桥!倡

导&世界酒企应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

为! 走出一条共赢合作之路! 促进共同发

展$) 茅台酒厂已成为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

制酒房和库房最多+ 上交税收最多的酿酒

厂!成为全球蒸馏酒单品牌销售额最大的知

名品牌!品牌价值达
1213

亿元!资产总额突

破千亿元大关!盈利能力超过国际酒业巨头

保乐力加)

$据%中国食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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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青水碧天高远 天成琼浆醉酒都

!

记者 付永奇 梁照曾 文
'

图

本报讯 &醉卧酒乡夜听雨!神游双沟觅

猿声) 举杯谁思楚霸王0 梦携谪仙醉江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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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4

日!在江苏古镇双沟采风时!摄影师

陈楚逸民以诗抒怀! 表达对酒都文化的理

解) 和他一起应苏酒集团周口分公司邀请前

往采风的我市
4$

多名书法家+ 摄影师在对

此赞赏之余也纷纷谈了自己的感受)

苏酒集团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白

酒的领军企业之一! 营业收入和利润规模

稳居白酒行业前三位!谈起 &茅 .台 /五 .粮

液/洋.河/$!人们会立即想到苏酒的强势和

产量的老大位置) 近年来!苏酒集团名下的

洋河+双沟两大中华老字号白酒品牌!在市

场上的影响日益彰显!主导产品洋河蓝色经

典+双沟珍宝坊+洋河大曲+洋河老字号+双

沟大曲等系列白酒!绵柔的酒体风格!在业

内独树一帜!深受全国酒友的喜爱) 为加大

对双沟洋河的宣传力度! 普及白酒知识!苏

酒集团周口分公司邀请我市
4$

多名书法

家+摄影师于
"

月
#4

日至
#"

日到苏酒集团

采风)

我市书法家+摄影师采风团到达宿迁市

后!首先深入洋河酒业生产基地!参观酿造+

包装+库藏等生产车间) 据苏酒集团的解说

员介绍!作为浓香型大曲酒典范!洋河酒以

优质高粱为原料!以小麦+大麦+豌豆制成的

高温火曲为发酵剂!辅以闻名遐迩的美人泉

水精工酿制!形成&甜+绵+软+净+香$的独特

风格) 洋河酒业机械化程度很高!有全国最

先进的生产线!特别是智能机械代替人工运

送美酒! 在几十米高的酒库中自由卸装!让

大家十分惊叹)

与洋河古镇一衣带水的双沟古镇!是盛

产双沟名酒的地方!因古镇下草湾发现醉猿

化石!被海内外专家学者誉为&中国自然酒的

起源地$) 双沟镇地处淮河和洪泽湖之间!生

态优美!草青水碧) 作为名企!双沟酒业基地

占地
#5$

万平方米!品牌有&双沟$&珍宝坊$

&苏酒$&柔和双沟$等品牌系列酒) 双沟酒业

的酿造工序中包装+库藏+调运同样现代化

程度很高!展示了一个大型白酒集团的宏大

酿造能力和浓厚的酒文化魅力) 采风团一行

人还深入双沟酒业参观了全德槽坊遗址+陈

毅纪念馆+双沟酒文化展览馆等文化景观)

名酒的酿制离不开优良的生态环境!特

别是水源+土壤+气候+微生菌群等)据解说人

员介绍!苏酒集团所在地(((宿迁市!是中国

白酒之都! 是国内唯一拥有两大著名淡水湖

.洪泽湖+骆马湖/+三大著名河流.京杭大运河

+古黄河和淮河/以及一湿地.洪泽湖湿地/的

地方!也是江苏省唯一一个没有酸雨的&天然

氧吧$!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非常适合酿造美

酒) 宿迁市内的洋河古镇!因酒闻名!古有诗

赞&一镇堪将天下醉!神州无处不销魂$)

参观中! 我市知名书法家梁先生表示!

洋河+双沟美酒香飘万里!名扬海内外1艺术

创作需要采风!需要碰撞!这次采风通过实

地体验!让大家感受到酿造美酒的员工更是

美的代表!是美的体现者和创造者!更能点

燃创作的激情! 相信通过这次采风活动!艺

术家们能创作出更好更美的作品)

据了解!此次我市书法家+摄影师赴苏

酒集团采风是今年苏酒集团和周口报业传

媒集团联合举办的书法摄影大赛宣传推

广活动的一部分)

参观原酒储存仓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