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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潘总你好，从1993
年至今经过近20年的发展宝
真酒业已经逐渐成长为一个
全国知名的经销商品牌，请您
介绍下宝真酒业的发展？

潘智群：这些年来宝真酒
业一直本着“以德经商，以诚
待人，以信为本，谨慎谦虚”的
经营理念，以打造品牌“宝
真”，做中国的保乐力加为企
业发展目标。在过去的20年宝
真酒业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
阶段。

第一阶段：创业期(1993
年-1998年)。区域经销商性质
的德州宝真凭借纯朴、诚信的
服务理念成为当地最具影响
力的经销商之一。第二阶段拓
展期(1998年-2005年)：一举
摘得水井坊、珍藏级剑南春、
舍得等众多高端白酒品牌的
山东总代理；期间在青岛、济
南、德州分公司相继成立，从
而实现了企业在山东的全省
布局。第三个阶段:品牌运营
期(2005年至今)宝真又一次
高瞻远瞩，将视线瞄准进口葡
萄酒行业，与法国卡斯特、露
桐家族、智利科诺苏、智利卡
罗莱纳、加拿大柏勒公司的相
继合作，2008年成立北京公
司，完成了宝真酒业布局全国

市场的目标。可以说集团已经
成长为全国知名的酒水运营
商品牌，我们下一个目标则是
上市，

记者：公司为实现上市，
还将从哪些方面进行突破？

潘智群：一是团队建设。
宝真始终是不守旧的公司，整
个团队不墨守成规。社会发展
这么快，每天都有新变化，只
有不断学习才能够不被淘汰。
从很多细节上都可以看出宝真
酒业的学习力，宝真酒业不惜
重金聘请专业人才加盟企业；
不断与业内专业、知名的营销
公司合作，经常对公司员工和
经销商做培训。

宝真酒业原本是高端白
酒品牌运营商，其向国际化专
业葡萄酒品牌运营商的转变，
高端白酒与进口葡萄酒双管
齐下战略布局的形成，也印证
了宝真酒业不断学习、与时俱
进的精神，探索寻找最适合自
己的道路。

二是大胆创新，紧跟时代
脉搏。对于酒业新的事物，宝真
从不会落后。宝真酒业也正在
与国内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
阿里巴巴协商合作，大力推进
现代电子商务渠道。涉足电子
商务是对传统渠道的补充。电
子商务这种模式，最重要的有
三点：一是企业品牌，二是产品
品牌，三是支持系统。没有这三
点做背书和匹配，这个模块就
无效。而宝真的优势恰恰是专
业、信誉好、品牌产品有保障、
厂商合作关系牢固、货源充足。

三是渠道建设。宝真也是

在不断地尝试，潘智群介绍，
宝真未来的渠道规划很自然，
分为线上和线下。目前，宝真
将市场重心集聚在重点终端
的深度分销，对不同的终端作
出相应的价值定位，并且制定
出不同的适合中国本土化的
营销策略，取得了初步成效。

格相关链接：

公司运营的品牌
◎独家运营品牌：主舵者1960

法国卡柏莱 古董车 美
洲狮
◎世界名庄酒：拉露维亚酒庄

金露桐酒庄 歌豪 小荔
仙
◎加拿大冰酒：柏勒冰酒
◎山东总代品牌：水井坊 舍
得 珍藏级剑南春
◎区域经销品牌：茅台集团
五粮液 汉酱

公司荣誉
法国卡斯特集团年度品

牌共赢企业奖 ◎第二届中
国酒业营销金爵奖之中国酒业
十大品牌运营商 ◎2010中国
酒业渠道冠军 ◎主舵者1960
-2010年糖酒食品业年度畅销
品牌称号 ◎2010年度企业信
用AAA级信用企业 ◎五粮液
优秀品牌运营商 ◎水井坊优
秀经销商 ◎舍得酒业卓越经
销商 ◎董事长潘智群先生荣
获“2010年度中国糖酒食品业
十大人物”

宝真酒业：美酒创造美好生活
访宝真酒业董事长潘智群

记者：随着电视剧《水浒
传》的热播，大家对景阳冈酒
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你能
深入地为我们介绍一下景阳
冈的酿酒历史和文化吗？

徐怀谦：景阳冈酒业位
于武松打虎的阳谷县，这里
是古人观太阳种五谷定农时
的地方，是中国农耕文明的
重要发源地，也是中国酿酒
业的发源地，是《水浒传》、
《金瓶梅》主要故事的发生
地。

两部古典名著和一个神
威过人英雄武松打虎的故
事，造就了独特的景阳冈酒
文化。它给人以阳刚之气，给
人以正义感、信心和勇气。历
史名人、共和国领袖、将领及
当代文学大师、艺术大师赋
诗作画，更极大地丰富了景
阳冈酒文化的内涵，使其地
位倍加显赫，成为当之无愧
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酒，也是
中国白酒行业中独树一帜的
英雄酒文化。

记者：近几年的白酒市
场竞争已经白热化，面对新
形势，景阳冈酒业如何做品
牌？

徐怀谦：创新是景阳冈
品牌的动力源泉！老品牌要
有新思路，防止品牌出现惯
性思维，维护好品牌发展的
链条是一个系统工程。

在景阳冈，创新体现在
企业发展的各个方面。首先，
人才是创新的根本。景阳冈
酒业多年来一直重视人才，
给人才创造良好的发展空

间，把人才摆放在战略至高
点，激励他们建功立业、施展
才华。

其次，创新必须走可持
续发展之路。一招鲜，吃遍天
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成功
是炼成的。一个地方一至三
年喝倒一个白酒品牌，是大
家公认的事实，市场成熟的
时候，也快到了市场要死的
时候。针对这种情况景阳冈
酒业力争把各项工作做足做
细做实，从产品质量到市场
打假每个细节都做到充分到
位。

最后，创新营销机制是
培育品牌的关键。在激烈的
白酒市场竞争中，企业牢固
树立“市场是不断变化”的观
点，用发展的眼光研究市场
发展的趋势，创新营销机制，
整合市场资源。

记者：景阳冈酒业的发
展蒸蒸日上，在日益壮大的
市场上企业如何实现互利共
赢？

徐怀谦：景阳冈酒业在
生产经营过程中，始终遵守
国家的法律法规，履行诚信
经营，一诺千金，不说空话，
在客户中树立了良好的诚信
形象，实现了厂商、经销商、
供应商三方多赢。通过深化
质量管理，狠抓全过程的质
量控制，确保产品100%合格，
连续十几年无产品投诉事
件，取得了“全国食品行业知
名白酒诚信产品”称号和“全
国食品安全示范单位”称号。

在销售过程中，企业把

售后服务同产品设计、产品
开发、市场营销放在同等地
位，把服务同样当作商品，卓
有成效地开展售后服务工
作，及时帮助经销商解决实
际问题，并对经销商给予培
训指导。

在鲁酒市场竞争激烈、
形势严峻的今天，景阳冈酒
能畅销十几年，靠的是丰富
的历史文化、卓越的产品质
量、准确的市场定位、良好的
品牌美誉度。金奖银奖不如
消费者的夸奖，金杯银杯不
如消费者的口碑，大家说好
才是真的好，千道理、万道
理，产品有市场才是硬道理。
所以说品牌的美誉度是企业
发展的助推器，也是企业发
展的基石。

记者：山东作为白酒生
产大省，在强手如林的鲁酒
企业中景阳冈是如何脱颖而
出的？

徐怀谦：近几年来，景阳
冈酒业始终发扬“人淳酒纯”
的企业精神，坚持“先做人，
后造酒，做好人，造好酒”的
经营理念，致力于弘扬历史
文化，光大景阳冈品牌。企业
先后投资建设了千秋阳谷文
化园、景阳冈酒道馆和水浒文
化长廊。目前，景阳冈酒道馆
所藏文物两千余件，这些酒
器、酒具跨越年代之久、数量
之多全国罕见，是研究中国酒
文化的宝贵财富。这些文化设
施不仅成为当地一个旅游文
化亮点，更是提升了景阳冈品
牌的含金量，使其大放光彩。

品牌提升酒业竞争力
——— 访景阳冈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怀谦

山东兰陵企业(集团)总公司

集团坐落在临沂市苍山
县境内的兰陵镇。它南接徐
州，西临枣庄，北望蒙山，
东濒黄海，处在连接江南、
中原的交通咽喉之地。

兰陵集团具有悠久的酿
造历史，丰厚的文化底蕴。
据史料记载：兰陵美酒始酿
于商代，古卜辞中的“鬯其
酒”记载，便是兰陵美酒的
最早见证，迄今已有3000多
年的历史。战国时期，这里
为楚国重邑，曾对中国思想
变革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代圣
哲荀子，在这里两任兰陵
令，为兰陵酒业的发展奠定
了历史文化基础。

目前，兰陵集团拥有山
东兰陵美酒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兰陵陈香酒业股份有限
公司等多家企业。拥有星级
兰陵陈香、兰陵美酒、星级
兰陵王、星级兰陵特曲、兰
陵喜临门等著名品牌。2001
年，兰陵陈香荣获中国名优
食品、中国白酒著名创新品
牌称号。

山东百脉泉酒业有限公司

公司始建于1948年，经
过六十余年的发展和几代人
的努力，现已成为集白酒科
研、生产、销售、服务、工业旅
游于一体，在行业内极具影
响力的国家中型企业。顺利
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和
ISO14001国际环境双体系认
证，企业效益在山东省同行
业名列前茅，为全国酒行业
优秀企业、全国酒行业明星
企业、连续多年荣获山东省
消费者满意单位、首批获得
国家白酒生产许可证，是“中
国生态酿酒倡导者”。

公司生产的浓香型和芝
麻香型白酒，以“龙山”秘
方为法，名泉圣水为源，御
贡香米为根，神秘窖泥为
本，并聘请五粮液专家给予
技术指导。“百脉泉”、
“清照”两大系列产品具有
清澈透明、窖香浓郁、绵甜
甘冽、回味悠长之特点，被
广大消费者誉为鲁酒五粮
液。2008年百脉泉商标被认
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曲阜孔府家酒业有限公司

孔府家酒业公司位于思
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
人孔子的故乡——— 曲阜，其
前身是孔府自家私酿酒坊，
已有二千多年的酿酒历史，
酿制的白酒为历代衍圣公
(孔子后裔)进奉宫廷和馈赠
达官贵人的专用酒。

孔府家酒业公司是以白
酒生产为主业的大型公司，
历史悠久、驰名中外。该公司
占地面积40多万平方米，拥
有陈年窖池7200余座，年生
产优质粮食酒能力2万余吨，
优质基酒储存能力3 . 5万余
吨 ，是 山 东 首 家 通 过
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
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
证双认证的白酒企业。

孔府家酒素以三香(闻
香、入口香、回味香)、三正
(香正、味正、酒体正)而著
称，孔府家系列产品低、中、
高度兼备，高、中、低档齐全，
包括儒雅香、芝麻香、府藏、
窖藏、中国家、道德人家、大
陶等七大系列100余个品种。

山东四君子集团

山东省单县四君子酒业
有限公司建于1949年，近半
个世纪以来，经过全体员工
的共同努力，企业有了长足
的发展，现拥有固定资产
3000多万元，年产白酒10000
吨，其中优质粮酒3000吨。

近几年来，公司积极与
省内外多家科研院所合作，
在继承传统酿酒工艺的基础
上，广泛采用新工艺、新技
术，研究生产出以四君子酒
为主导产品的四大系列二十
多个品种。单县四君子酒业
有限公司始终把酿造品质一
流的产品，奉献信誉一流的
服务作为企业发展的目标。

据《单县志》记载：孔子的
弟子宓子贱任单父时，“鸣琴
而治“，政绩卓著。后人为凭
吊宓公在其扶琴日旧址，筑
起一座半月行的高台，名曰
琴台，亦称半月台。李、杜、
高、陶在此吟哦的精彩诗篇。
他们四人被誉为“半月台四
君子”，成为千秋佳话。四君子
酒由此得名。

东大禹龙神酒业

山东大禹龙神酒业始建
于1948年，前身是以国有控
股大型二档企业山东禹王亭
集团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核
心层企业，以经贸有限公司、
生物科研开发有限公司为紧
密层企业，集科、工、农、贸为
一体的省级企业集团。

山东大禹龙神酒业现有
员工1100余人，科研技术人
员130余人，资产1 . 2亿元，公
司主导产品禹王亭系列、大
禹龙神系列两在品牌。企业
顺利能过ISO901：2000国际
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产
品荣获山东省名牌产品、山
东省著名商标、山东白酒行
业十大品牌、山东省质量免
检产品等殊荣。

品牌是企业的灵魂，经
过了五十多年风雨洗礼，山
东大禹龙神酒业的品牌知名
度和美雀度不断提高，大禹
龙神禹王亭、名酒品质一脉
相承的口号响彻齐鲁大地，
禹王亭酒香飘九州，企业实
力更大、更强。

山东红太阳酒业有限公司

山东红太阳酒业有限公
司是在原来的山东祥酒厂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公司坐落
在济宁嘉祥县，凤凰山旁，南
临济宁机场，西靠京九大动
脉，京杭运河迤逦而行。

公司始建于1958年，固
定资产6000万元、员工1060
人，年生产原酒12000吨，年
包装生产能力3万吨。主要产
品有浓香祥酒、红太阳酒两
大系列60多个品种。

公司享有源远流长的鲁
酒文化，依靠丰富的酿酒经
验，先进的设备，雄厚的技术
力量，卓有成效的新产品研
发能力，精心酿制的“红太
阳”牌年份窖藏系列白酒，既
具有浓香型白酒“绵、甜、净、
爽”的独特风格，也拥有芝麻
香型的“优雅爽净”的特点。

红太阳酒业秉承着“诚
信第一 客户至上”的经营
思想，严格的质量管控手段，
完善的服务体系，新颖的营
销方法，与客户共同进步，携
手发展。

山东知名白酒企业展示(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