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糖酒会开始

进入“春雷时代”
随着执掌全国糖酒会多年的何

继红正式退休，她同时也交出了全国
糖酒会的“权杖”，从此，“何继红”这
个与全国糖酒会相伴多年的名字，将
会在糖酒会中逐渐淡出。从何继红手
中接过全国糖酒会“权杖”的，是中糖
新世纪公司总经理邢春雷，在接过权
杖的同时，邢春雷也接过了全国糖酒
会身上所承担的活跃中国糖酒食品
业经济、整合会展行业与糖酒副食品
行业优势资源、服务全国糖酒副食品
企业等重大责任，以及能不能继续提
升全国糖酒会影响力的重大考验。人
们所期望的是，在邢春雷入主全国糖
酒会之后，他会引领全国糖酒会进入
一个新时代。

中糖新世纪公司作为承办方，将
全国糖酒会带入完全的市场化运作
阶段，是糖酒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并
与国际先进办展模式接轨的必然要
求。据悉，中糖新世纪公司是由中糖
集团控股，并与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
展中心有限公司、中国酒类流通协
会、中国副食流通协会共同出资组建
的专业会展企业，公司最主要的职能
是承办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新的
运作模式下，中糖新世纪公司将在整
合行业优势资源的基础上，促使全国
糖酒会的服务功能更趋全面、科学和
完善，在完善展会交易功能，搭建商
品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综合应
用平台的基础上，力争满足参会企业
的多层次需求，并开创全国糖酒商品
交易会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从过去如影随形、难以摆脱的官
方色彩，到后来的市场化办会模式；
从过去赶大集一样的散乱，到后来的

“集中布展”；从过去国内企业占主流
的展商结构，到后来的“国际展馆”规
模日益扩张……可以说，全国糖酒会
作为“天下第一会”，一直都没有停下
改革和创新的脚步，从影响力日益提
高和国际化日趋增强的趋势，我们也
看到了全国糖酒会的未来。

邢春雷谈糖酒会

改革创新
记者：经常参加全国糖酒会的

人，大都感受到了糖酒会在这些年里
的进步和变化。请问，全国糖酒会在
最近几年究竟有哪些比较有影响的
改革举措？

邢春雷：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中国的会展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而
作为中国糖酒食品业最大规模展会
的全国糖酒会，其改革的脚步始终没
有停下，具体表现在：

第一、产品分类设馆。目前开设
特装(精品)综合馆、传统酒类馆、葡萄
酒及国际烈酒馆、食品饮料馆、调味
品馆、食品机械馆和食品包装馆(专
区)。

第二、展与会的有机结合。通过
行业高峰论坛、推优选强活动、市场
形势分析报告会、厂商联盟座谈会等
形式，丰富糖酒会内涵，强化企业品
牌传播效应，向与会者提供增值服
务。

第三、实施门禁系统管理，收集
整理展会基础数据，为糖酒会的进一
步改革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第四、设立政务服务中心，引进
工商、技术监督、知识产权等政府机
构，为展商和其他与会者提供相关服
务。

第五，在组织模式、招商渠道建
设方面更加开放，引进了一些新的力
量。

第六、国际化概念的推出并加速
实施。针对国内进口葡萄酒市场的高
速成长，开设了葡萄酒和国际烈酒
馆，与国内外相关组织机构积极联
系，共同推进糖酒会的国际化进程。

格资讯

近年来，每一届全国糖酒会的
展览面积都稳定在13万平方米以
上，参展企业数千家，专业观众超
过15万人，成交总额上百亿元，全
国糖酒会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在行
业内的广泛影响力，赢得了糖酒食
品行业专业人士的普遍赞同和肯
定。从开始进行市场化运作至今，
全国糖酒会一直都在坚持采取“申
办制”，即由有办会意向的城市向
中糖集团提出申请，经考察合格后
获得全国糖酒会的举办权。因全国
糖酒会能给举办城市带来数十亿
元的综合收益，因此每届糖酒会的
举办权都会遭到多个城市热抢。

天下第一会将变阵

从2011年10月份开始，向来被
称作“天下第一会”的全国糖酒商
品交易会(简称“全国糖酒会”，下
同)将会换一种新玩法，一改此前
由中国糖业酒类集团有限公司(简
称中糖集团，下同)与举办城市地
方政府共同主办，并由地方政府具
体承办的办会模式，新模式将逐渐
淡化政府色彩，并适应会展经济的
发展要求，逐步融入更多市场化内
容。

在新的办会模式下，从2011年
秋季全国糖酒会开始，中糖新世纪
国际会展(北京)有限公司(下称中
糖新世纪公司，下同)将作为全国
糖酒会的承办机构，全面承担起糖
酒会的组织、管理及展位、广告的
招商等具体承办工作，而此前一直
担当着糖酒会承办重任的举办城
市地方政府，将不再介入具体的会

务及招商。
以往的办会模式，因为具体办

会事务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并且
需要向中糖集团缴纳一定的管理
费用，因此对于主办单位中糖集团
来说，基本上不存在经济和商业上
的风险。而在新的全国糖酒会运作
模式下，地方政府退出了全国糖酒
会的具体承办事务，因此也就不再
承担与会务承办相应的经济和商
业风险，糖酒会能否办好，责任将
都落在负责具体承办事务的中糖
新世纪公司身上，荣辱、盈亏、风险
及收益等等，将与中糖新世纪公司
的运作成败密切相关。

三大优势：产业优势

地位优势 地域优势

一者产业优势。糖酒会本身是
一个平台，是一项服务，它的优劣
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这个行
业，依附于产业。今年，国内消费品
市场呈现稳中上升的态势。上半
年，白酒上半年产量480万千升，同
比上升了28%；产值完成了1760亿
元，同比上升了38 . 2%；利润257亿
元，同比上升了42 .1%。分析这三个
数据，产量同比上升28%，产值同比
上升38 .2%，大于产量的增幅。这说
明糖酒会所依附的产业价值高了，
糖酒会的价值当然也更上了一层
楼。

二者地位优势。如今的国内会
展业中，糖酒会无疑已经公认的
“number one”，每年申报举办糖酒

会的城市不计其数。自2003秋季会
之后，沈阳一直没有间断新一届糖
酒会的申办工作。这种积极争取的
态度足以保证市政府对于糖酒会
的支持力度，也有利于糖酒会各方
面工作的综合推进。此外，糖酒会
“标准化的服务体系、国际化的展
示环境、人性化的管理模式”的发
展方向，得到业界同仁的普遍认
同。如今，糖酒会发展方向已经列
入国家糖酒行业“十二五”规划中
的一部分，这足以显示其在行业的
绝对地位。

三者地域优势。首先，从酒类
及食品快消品的产业来说，东北是
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从整个东北
地区来讲，沈阳的区位优势是明显
的，经济的拉动和辐射能力是最强
的。可以说，抓住沈阳，就抓住了东
北的龙头；第二，沈阳具备了举办
全国糖酒会的物质条件，2003年秋
季全国糖酒会之后，沈阳的城市建
设和会展经济都有了很大发展，交
通更便捷，接待能力更强，还新建
了11万平米的国际展览中心。

两大转变：从模式的

变化到运作思维的转型

作为一个具有54年历史的全
国性经济盛典，今秋春季糖酒会在
保持以往在规模和影响力上的风
格的同时，发生了两大重要转变：
一是模式变化，二是运作思路的变
化。

其实，运作思路是随着模式的
改变而改变的。糖酒会由以往的
“地方人民政府承办”变成现在的
“主办方主持运作”的模式，这意味
着本届糖酒会将完全遵守市场经
济的规律，按照糖酒会发展的需求
来办，避免了政府运作时的一些短
期行为。一直以来，由于糖酒会举

办地点的变迁，各地政府只管“本
届展会”，只顾“短期效应”，难免存
在“一锤子买卖”的思想弊端。主办
方则不同，不管在哪里办都是自己
办，所考虑的当然是展会的长远发
展。这样一来，在展会质量、宣传服
务、安全保障等方面上，自然愿意
投入更多，对展商利益的考虑必然
也会更真切、更深入。

一大融合：糖酒会意

在打造“没有国家概念的

国际化”

其实，糖酒会的国际化工作一
直都在进行，然而，命名为“全国糖
酒会”的糖酒会多年来一直是一个
面向国内的展会，即使有一些国外
的企业和产品来参展，从数量和力
度上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直到
2009年春季，糖酒会尝试性地开设
了葡萄酒与国际烈酒馆，糖酒会的
国际化进程才真正进入轨道，并以
几何上升的加速度运行，逐步实现
中国糖酒业与国际市场的接轨。

糖酒会国际化到底是一个怎
样的概念呢？

其实，真正是国际化是要消除
“地方特色”，驱除国家的概念方能
实现国际化。总的来说，糖酒会国
际化不是简单的“为多少国家设了
专馆”，更多是指代一种意识形态，
是世界各国文化的大融合，如产品
的一种国际流动，生产要素的国际
流动等等。今秋糖酒会的展览面积
达1 . 4万平米，展馆多了，产品多
了，这只是一个浅层次的概念；会
展模式、管理人才、服务体系甚至
标识系统都与国际展会接轨，这才
是重点。只有让整个管理体系通过
国际组织的认证，糖酒会才真正成
为国际会展界的一员，才能够实现
真正的国际化。

(本刊综合)

三大优势助推全国糖酒会“变阵”
全国糖酒会变阵将是新玩法的开始

由中糖集团主办，始自1955年的全国糖酒会分别在每年春

季和秋季各举办一届，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糖酒食

品行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专业展会和重要经济活动。

鲁酒首次联手亮相全国糖酒会
将吹响全面进军全国市场的号角

□记 者 李克新 王 丛
□实习生 计 鹏 汪思兴

鲁酒何时吹响全面进军全国
的号角？是时候了。由山东省糖
酒副食品商业协会与本报联合举
办的“好客山东中国名酒高峰论
坛暨鲁酒招商推介会”将于10月9
日在沈阳召开。届时，扳倒井、
泰山酒业、趵突泉、景芝、花
冠、景阳冈、天地缘等诸多鲁酒
知名企业联手亮相2011全国秋季
糖酒会，这也将是鲁酒首次联袂
出演“出关打虎”的好戏。

进军全国从东三省开始

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低谷到
今天的联手出击，鲁酒振兴之路走
的稳健而漫长。
“东北地区曾经是鲁酒销售的

重点市场，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东北
人喜欢喝鲁酒。可以说鲁酒在东北
群众基础比较好。同时，东北地区
没有一个强势品牌能够对鲁酒的
进军造成很大阻力。从这两点分
析，鲁酒全面进军东北市场占据了
地利、人和的优势。”本次活动主办
方之一，山东省糖酒副食品商业协
会常务副会长薛剑锐告诉记者。

鲁酒除了有上面提到的两个
优势外，低度浓香型白酒和芝麻香
型白酒也将成为鲁酒的两大利器。
据了解，此次参加推介会的鲁酒企
业除了扳倒井、泰山、景芝、趵突泉
四大芝麻香领军企业将重推芝麻
香型白酒外，花冠等鲁酒新秀也将
自己的芝麻香产品带到会上。

打虎亲兄弟抱团谋发展

鲁酒要振兴，走出去已经成为
各企业的共识。相对于川酒、苏酒
的集团冲击，鲁酒总体上还处在单
打独斗的初级阶段。据了解，目前
鲁酒仅有泰山、扳倒井、古贝春、孔
府家等少数企业外省有销售，销量
更无法与全国名酒相提并论。
“有句老话叫‘打虎还需亲兄

弟’，此次鲁酒集体亮相全国秋季
糖酒会，必然形成一个有力的拳
头，展示自我的同时也将更有利于
市场开拓。”济南趵突泉酿酒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邢介平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鲁酒推介

会期间还将进行“好客山东 中国
名酒论坛活动”。活动已邀请茅台、五
粮液、洋河等全国一线白酒品牌及鲁
酒知名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参加，论坛
将针对白酒行业的发展趋势及全国

市场推广方式方法几个方面展开讨
论。“希望通过与全国名酒的交流，找
到适合鲁酒适合我们企业发展的路
子，让我们有更好更快的发展。”花
冠集团董事长刘发来说道。

据悉，在此次“好客山东
中国名酒高峰论坛”上，还将
有一个重要环节。那就是“山
东消费者喜爱的名酒”颁奖仪
式。此次评出的二十多家企业

均为今年年初“山东首届百姓
品酒大赛”期间，由消费者盲
品及调查问卷反馈中受消费者
评价较高的企业。

格头条链接

“山东消费者喜爱的名酒品牌”

颁奖仪式同期举行

今年8月成立的山东白酒品牌推进委员会将促进鲁酒振兴。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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