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国蕴高端品牌 引领企业创新发展
□古贝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晓峰

积蕴文化大成

打造高端品牌

多年来，我们古贝春集团有
限公司深挖以运河为载体的古贝
春酒文化，坚持“以质量求生
存，以品牌谋发展”的经营思
路，严格内部管理，狠抓产品质
量，创新科研成果，加强品牌文
化建设，成功打造出了适合高端
消费人群需求的新产品，主要经
济指标增幅连续多年保持30%以
上递增速度，特别是在品牌文化
建设上更是捷报频传，古贝春酒
继2005年全国浓香型白酒质量夺
冠、荣获中国驰名商标后，2006
年先后摘得中国白酒工业十大区
域优势品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
理局专供酒、中国著名品牌、苏
鲁豫皖风格金奖、山东老字号等
等一大批殊荣。2007年至今，我们
继续致力于以产品的高质量争创
国家级荣誉，作好品牌带动文章，
古贝春先后被国家商务部公示为

“第六届中国名酒”，被中食协批
准使用“纯粮固态发酵白酒标
志”，可以说，通过打造高端品牌，
为我们企业的快速发展注入了不
竭的源泉和无尽动力。2010年，为
进一步适应终端消费人群需求，
提升产品文化附加值，我们提出
以运河文化为中心，打造中国人
文鉴赏级白酒的目标，将目光锁
定在国蕴产品的研制和开发上。

在此，我想向各位介绍一下
“国蕴”一词的由来，在中国古
代典籍中，蕴一词有包含、包藏
的意思，我们古贝春集团有限公
司地处黄河古道边，京杭大运河
畔，中华五千年文明发源地黄河
冲击而成的千里沃野和始于隋唐
时期的大运河将江南文化、齐鲁
文化、中土文化、江淮文化、黄

河文化、燕北文化错综融合为一
体，形成了独特的“蕴文化”，
这种文化在影响当地人文风尚的
同时，也深深植根于当地酒文化
中，为我们打造霸气而不张扬，
丰厚却又内敛的中国人文鉴赏级
白酒提供了独特的地理条件。另
外，古贝春早年与茅台以及现在
与五粮液的合作生产经验积淀下
来的独特生产工艺，也为我们打
造国蕴品牌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和
有力的基础。

掌控科技引擎

植入现代元素

白酒酿造是中国的一项传统
工艺技术，建国60多年来，随着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过
去神秘而不可测的酿酒工艺逐步
被科学化、数据化、规范化，变
得有据可依、有理可循。可以
说，是科技的引擎带动着古老的
酿酒行业向现代化行程迈进。而
要想打造适合消费者心理需求的
新产品，就要勇于突破传统，坚
持与时俱进，在继承中创新，在

创新中发展，国蕴产品就是我公
司在继承传统酿酒工艺的同时，
将现代先进科技生产元素与“蕴
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在生产工艺技术的科学化、
机械化改造上，我们于2005年开
始，先后分两期进行了10万吨白
酒扩产工程，耗巨资先后购进全
自动粮食粉碎设备、全自动制曲
设备、中小型叉车、以及采用最
新物联网技术的酒灵通设备，既
降低了工人的劳动生产强度，又
节约了生产时间和成本，同时，
传统酿酒工艺技术和现代化操作
规范的完美结合，也进一步提升
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例如，酒灵
通设备，就是通过无线测温湿度
传感器，将各曲房、窖池的计量
数字采用无线传输方式传输至中
控室，管理人员在中控室中就可
以对各曲房、窖池温度、湿度适
时数据测量、监控。去年11月
份，我公司机械化酿酒车间被省
食品工业办公室、省食品工业协
会评为山东省白酒行业浓香型白
酒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技术改
造工程的成功实施，为打造国蕴

新产品提供了有力保障。去年，
我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国蕴
新产品开发研讨和品评鉴赏会，
中国白酒协会秘书长赵建华、副
秘书长宋书玉、山东白酒协会常
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姜祖模三位白
酒专家对国蕴酒进行了现场品
评，专家们一致认为：国蕴.三合
酒具有清澈透明、窖香浓郁、醇
厚甘甜，香味协调、酒体爽净、
后味悠长的特点；国蕴.六道酒具
有酒体微黄、酱香醇正、幽雅细
腻、酒体醇厚、回味悠长、空杯
留香持久的特点。同年，国蕴产
品荣获“联合国千年金奖”，今
年5月，国蕴酒生产工艺技术被
德州市科技局鉴定为国内同行业
领先生产技术。

立足当前基础

谋划未来发展

作为正在成长和发展中的白
酒企业，我们深深感觉到要想获
得长足的进步，必须在稳定现有
产品质量和消费人群的基础上，
主动谋划未来，创造未来。为
此，我们按照当地十二五发展规
划纲要，结合古贝春发展实际，
制定了《古贝春集团有限公司
“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并
围绕“突出白酒主业，统筹发展
辅业”这一发展思路，提出全面打
造“一城、一园、一基地”发展目
标，即力争在十二五末，将古贝春
集团打造成集“中国古贝春酒城、
古贝春科技工业园、古贝春生态
农业基地”三大产业基地为一体，
涉及白酒生产、生态农业观光、文
化旅游、绿色循环产业、金融经济
服务、房地产开发等一系列产业
的综合性大型企业集团。

总体规划布局为：“中国古
贝春酒城”，围绕集团现驻地向

外扩建，规划总占地面积约6平
方公里，以高档白酒生产为主，
新建不同香型白酒、房地产开发
等12个主业项目，建成后的中国
古贝春酒城将成为包括职工生活
区、大型商超、五星级酒店、医
院、幼儿园、小学等在内的集生
产、生态、生活于一体的大型企
业集团。我们的规划目标是：按
照五粮液集团规划模式，将古贝
春酒城与古贝春集团驻地武城县
县城有机衔接，全力打造集中华
酒文化于一体，融绿色、人文、
环保为一城的城中城；

“古贝春科技工业园”，是
在现有古贝春东区工业园基础
上，实施好燃料乙醇、生物煤、
供热管网建设等10个非主业项
目。“古贝春生态农业基地”，
以武城县大屯水库为中心，建立
5万亩五粮繁种基地，引进先进
技术管理经验，从五粮源头抓
起，在白酒主业生产方面形成绿
色循环产业链条，打造“有机、
安全、绿色”的新产品。

当然，我们产能规模的扩
张，必须立足于稳健的企业发展
战略定位，具体来说，就是要不
折不扣地执行“四个服从”即产
量服从质量，成本服从质量，速
度服从质量，效益服从质量，切
实保证古贝春的高质量恒定不
变，并将坚持质量第一理念和提
高企业市场运营能力作为衡量规
模扩张的一把“标尺”。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
朋友，以上，我将古贝春集团有
限公司国蕴品牌发展状况及企业
发展动向向各位做了简要汇报，
真诚地希望各位提出宝贵意见和
建议。同时也欢迎各位莅临我们
古贝春集团有限公司参观指导工
作，让我们携起手来，为鲁酒的
又好又快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近年来，白酒产业取得快速
的发展，市场潜力巨大，特别是
茅五剑一线及二线高端产品呈跨
越发展之势。目前，我省白酒也有
了较快发展，但是与川酒等相比，
仍然有较大差距，以至于我省白
酒市场长期被省外高端品牌所占
领。这反映出我省白酒高端品牌
的严重缺失。因此，加速我省白酒
品牌建设，提高企业品牌意识，用
品牌赢得市场，是当务之急，也是
立我省白酒产业之本。下面我就
根据本次组委会给我安排的题
目——— 品牌创新，谈两点感想，
如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传承民族文化

创新孔府家品牌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
文化传承的民族。中国文化博大
精深，源远流长，不仅影响了中
国，而且影响了世界。现在的中
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三大经济
体，并成为世界经济进一步发展
的巨大引擎，中国经济崛起已势
不可挡。但是研究世界历史可
知，从经济崛起到文化崛起，是
所有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必
由之路，今天的中国就已经处在
文化崛起的关键时期。

我们知道历经岁月历练的白
酒、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之
一，白酒产业必然要承担起传承
优秀民族文化的历史使命。“在
发展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
“孔府家”作为我省重点白酒企
业，而且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
最为紧密的企业。她源自孔府私
酿酒坊，是历代宫廷御酒，是现
在全球祭孔大典的唯一指定用
酒。因此，在白酒产业新一轮发
展大潮中，“孔府家酒”必然要

担当起这样一份传承和复兴中国
传统酒文化的神圣使命。我坚
信，“孔府家”会因为这样一种
担当精神而延续她的辉煌梦想。

可以说，在“孔府家”发展
的每一个过程中，也从来没有放
弃过这样一个神圣的使命和责
任。在每一滴孔府家美酒中都浸
透“中庸和谐”的传统文化精
神。上世纪90年代，我们曾经聘
著名影星-王姬女士做孔府家酒
代言人，一句“孔府家酒·叫人
想家”唤起了无数中华儿女的思
家之情，成为他们无法释怀的心
灵鸡汤。2007年以后，我们曾以
“喝孔府家·成就大家”的品牌
诉求阐述了中国精英阶层的强国
梦想。2009年以来，我们又以
“喝府藏不亦乐乎”唱响了全球
化背景下的中国风范。中国传统
文化熠熠生辉，“孔府家”品牌
历久弥香。紧扣时代脉搏，传承
酒道精神，传承儒家文化，创新
孔府家品牌。这是历史赋予我们
的伟大责任和时代使命。

民族文化是品牌创新之根，

孔府家把民族文化与品牌创新有
机结合，形成一种新的管理思
路，成为培育“中国强势文化品
牌”的支柱精神。孔府家成为强势
文化品牌，品牌与质量来源于何
方？文化是“帆”，科技是“舟”，技
术与中国酒文化、儒家酒文化的
交融创新，酿出了全国闻名的“孔
府家”强势文化品牌。

坚持品牌创新

打造“强势文化品牌”

孔府家是全国知名品牌，孔
府家酒是山东省唯一的国优粮食
酒。孔府家人围绕品牌创新，将
“孔府家”打造成儒家文化酒第
一品牌，一是坚持“以创新为核
心”，在坚守孔府家产品独特风
格的前提下，注重科研，做好技
术的发展与创新，产品开发与创
新。高技术带来高品质，高品质
决定高价位，高价位则直观体现
了名酒品牌的高附加值。我们注
重科研，与全国著名的江南大学
联合成立研发中心，形成产、

学、研一体化研究，从理论角度
深入研究，从研发创新抓起，从
实践中验证，在坚守孔府家产品
传统工艺与独特的风格、锲而不
舍地精心酿造的同时，不断研发
创新，走出了一条继承与创新有
机结合的路子。我们在基酒酿
造、储存、勾兑和新品研发过程
中重视技术进步，积极采用新技
术、新工艺、不断进行工艺创
新、产品创新，探索具有孔府家
特色生产工艺和产品。在全国著
名酿酒专家权威沈怡方和中国科
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教授、著名
白酒专家庄名扬先生的指导下，
进一步探索孔府家酒在生产、技
术、质量等方面的新观念、新思
路，为技术创新找准方向。从制
曲、窖泥、酿酒生产及勾兑、调
味等方面讲述了传统浓香型白酒
的发展方向与目标，以此提升孔
府家酒优雅、丰满、醇厚感的方
法和技术。

二是坚定不移地推进了品牌
重塑与创新。逐步改变孔府家原
来重战术、轻战略，重渠道、轻
品牌，重推动、轻拉动，重短线
收益、轻长期发展，重一时之
得、轻长期占有的现状。着眼于
未来发展，积极推行了品牌战
略，积极主动地与消费者沟通，
实施情感营销，价走高端，加快
品牌重塑与创新和价位提升。紧
紧围绕孔府家品牌进行价值营
销，利用孔府家品牌竞争和价值
竞争优势，展现孔府家品牌的影
响力，以孔府家产品独特的儒家
文化内涵和丰富的精神价值，倡
导社会文明、高雅、科学、时尚
的饮酒之风，通过光大儒家文
化，提升孔府家酒文化含量，始
终不渝地坚持走品牌化经营之
路，打造孔府家“第一文化酒

“品牌，使其独有的文化内涵，
承载一种精神，创造一种信仰。
让广大消费者重新认识孔府家品
牌、重新接受孔府家品牌、更加
忠诚孔府家品牌，崇尚信仰孔府
家品牌，使海内外宾朋认知孔府
家“儒家文化酒第一品牌”，分
享儒家酒文化。

三是以消费者为导向，创新
品牌。孔府家从满足消费者从
“香”到“味”转变，开发出高
端产品“儒雅香”孔府家酒。在
总结孔府家酒生产的历史经验和
借鉴白酒行业先进经验的基础
上，按照传统儒家文化中庸、和
谐的理念，经过科学研究分析，
大胆创新工艺，推出了一种全新
风格特点的白酒—儒雅香孔府家
酒。它吸取了清香型酒“高温润
料，清蒸清烧”，酱香型酒的
“高温堆积、高温发酵”浓香型
酒“老窖发酵”工艺精华，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新工艺；在配料上
充分考虑美拉德反应的需求，调
整发酵温度、碳氮比，优化碳
源、氮源比例，合理配料；在曲
子上自主分离出适合该工艺的优
良菌种，对传统曲子进行强化；在
储存上采用孔府传统容器和陶缸
相结合的方式，经长期储存，精心
勾调而成，具有“酒体清亮透明、
香气幽雅细腻，口感绵甜柔和、丰
满醇厚，尾味净爽、悠长”等特点。
儒雅型品牌是孔府家人重视科技
创新、视质量如生命的结果。也
是传承民族文化，提高质量、品
牌创新的结果。

做优品牌，做强企业，走
“品牌引领、创新驱动、人才聚
集、优质高效”是我们的发展目
标，我们将会立足新高度，拓宽
新视野，谋求新发展，坚持传承
与创新，铸就百年品牌辉煌。

传承文化 创新品牌
□曲阜孔府家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邱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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