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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消费者喜爱名酒品牌(部分)

贵州茅台酒独产于中国
的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是与
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科涅克白
兰地齐名的三大蒸馏名酒之
一，是大曲酱香型白酒的鼻
祖，也是中国的国酒，拥有悠
久的历史。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
司是由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
限责任公司、贵州茅台酒厂技
术开发公司、贵州省轻纺集体
工业联社、深圳清华大学研究
院、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

所、北京糖业烟酒公司、江苏
省糖烟酒总公司、上海捷强烟
草糖酒(集团)有限公司等八家
公司共同发起，并经过贵州省
人民政府黔府函字(1999)291
号文件批准设立的股份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为一亿八千五
百万元。

公司主营贵州茅台酒系
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同时进
行饮料、食品、包装材料的生
产和销售，防伪技术开发，信
息产业相关产品的研制开发。

目前，贵州茅台酒股份有
限公司茅台酒年生产量已突
破一万吨；43°、38°、33°茅
台酒拓展了茅台酒家族低度
酒的发展空间；茅台王子酒、
茅台迎宾酒满足了中低档消
费者的需求；15年、30年、50
年、80年陈年茅台酒填补了我
国极品酒、年份酒、陈年老窖
的空白；在国内独创年代梯级
式的产品开发模式。形成了低
度、高中低档、极品三大系列
70多个规格品种，全方位跻身
市场，从而占据了白酒市场制
高点，称雄于中国极品酒市
场。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4月8日，江苏洋
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
双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
股权转让方式完成合并，组
建苏酒集团。自此,江苏两大
白酒企业并肩携手,强强联
合，成为中国白酒版图的重
要一极。

目前，苏酒集团拥有江
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洋
河分公司、江苏双沟酒业股
份有限公司、江苏苏酒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三家子公司。

其中，苏酒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作为苏酒集团的统一营销
平台，将致力于整合和优化
洋河、双沟的营销资源，巩
固和提升市场营销能力，更
好、更快推动旗下洋河蓝色
经典、洋河大曲、双沟珍宝
坊、苏酒、青花瓷等所有重
点产品品牌的良性、可持续
成长。

洋河，双沟——— 两镇一衣
带水，皆系酒因镇而得名，镇
因酒而传扬。洋河、双沟自古

即为中国名酒，源远流长。近
年以来，洋河和双沟分别赋予
了白酒全新的文化理念和产
品价值观，使之与现代人的生
活方式、消费理念顺利接轨，
洋河蓝色经典以“蓝色风暴”
引领了现代白酒的绵柔风潮；
而双沟珍宝坊则开创了“怎么
喝都对”的白酒饮用自由勾兑
先河。

如今，江苏苏酒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正围绕“强强联合、
优势互补、打造酒都、振兴苏
酒”的主旋律，团结一致抓发
展，凝心聚力谋跨越。将与川
酒、贵酒互为犄角，创变格局。

苏酒集团

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前身是50年代初8家古传酿
酒作坊联合组建而成的“中
国专卖公司四川省宜宾酒
厂”，1959年正式命名为“宜
宾五粮液酒厂”，1998年改
制为“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
团有限公司”。

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始
终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
坚持“敬业奉公，精益克靡，
为消费者生、为消费者长，为
消费者忧、为消费者乐”的核

心价值观，秉承“创新求进、
永争第一”的企业精神。

公司的成名产品“五粮
液酒”是浓香型白酒的杰出
代表。她以高粱、大米、糯米、
小麦和玉米五种粮食为原
料，以“包包曲”为动力，经陈
年老窖发酵，长年陈酿,精心
勾兑而成。公司已具备年酿
造五粮液及其系列酒40多万
吨的生产能力，以及年包装
各类成品酒40多万吨的配套
生产能力。系统研制开发了

永福酱酒、六和液、五粮春、
五粮神、五粮醇、长三角、两
湖春、现代人、金六福、浏阳
河、老作坊、京酒等几十种不
同档次、不同口味，满足不同
区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层
次消费者需求的系列产品。

公司十分重视产品技术
研发和质量管理，以科技创
新为龙头，下大功夫、真功夫
推进企业自主创新，数十项
科研成果获得国家和省市奖
励，多次被评为科技创新先
进企业，连续七次荣获“全
国食品工业科技进步优秀
企业”称号。

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郎酒集团，是一个
以生产销售中国名酒郎酒
为主业、兼营房地产开发、
能源开发的大型现代化企
业集团。

郎酒历史可追溯到汉
武帝时期，当时宫廷贡酒

“枸酱酒”即是郎酒前身。郎
酒因产地四川省古蔺县二
郎镇得名，二郎镇地处赤水
河中游，与茅台毗邻，为国
家级原产地保护区，环境天
然，造就了郎酒成为唯一采

用深山矿泉酿酒的佳话。
1998年，古蔺郎酒厂改

制为四川郎酒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2002年，郎酒集
团率先完成了从大型国有
企业向民营企业的成功转
制。2004年，公司对郎酒
品牌进行了重新定位，确
立了“神采飞扬·中国郎”
的品牌战略，产品结构明
晰清楚，形成以红花郎、
如意郎、新郎酒为代表的
酱、浓、兼三种香型系列产

品的良好组合。
2010年1月，郎酒已启

动“中国白酒金三角郎酒名
酒名镇”建设项目，将投资
50多亿用5年时间把二郎镇
打造为国际级名镇。2010
年，中国酿酒工业协会认定
酱香型郎酒为“中国白酒酱
香型代表”，浓酱兼香型新
郎酒为“中国白酒浓酱兼香
型代表”。2010年，郎酒销售
58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并
以122 . 39亿元的品牌价值
名列《中国500最具价值品
牌》第59位，位列中国白酒
行业第3位。

四川郎酒集团

泸州酒业，始于秦汉，兴
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在新
中国，与之一脉相承的泸州老
窖集团是享誉海内外的百年
老字号名酒企业，是在明清36
家古老酿酒作坊群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国有大型骨干酿
酒集团。

泸州老窖源远流长，是
中国浓香型白酒的发源地，
以众多独特优势在中国酒业
独树一帜。拥有我国建造最
早(始建于公元1573年)、连续

使用时间最长、保护最完整
的1573国宝窖池群，1996年
12月经国务院批准为行业首
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预备名录”。

公司以“让中国白酒的质
量看得见”作为质量理念，产
品质量永远精益求精，生产高
品质的国窖1573、泸州老窖特
曲、百年泸州老窖等产品

集团公司旗下设有八大
子公司，分别为：泸州老窖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白酒金三角
酒业集中发展区有限公司、华
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泸州市
商业银行、泸州市龙马兴达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泸州老
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四川
中国白酒产品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泸州红高粱现代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泸州老窖奉行“天地同
酿，人间共生”的企业哲学，以

“敬人敬业，创新卓越”为企业
精神，与社会同行，与环境相
依，与人类共存，追求“在中国
灿烂名酒文化熏陶中，全人类
共享幸福美满的生活”。

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西凤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位于八百里秦川之西
陲的凤翔县柳林镇，这里地域
辽阔，土肥物阜，水质甘美，颇
具得天独厚的兴农酿酒之地
利，是中国著名的酒乡。

1956年10月，在周恩来总
理的亲切关怀下陕西省西凤
酒厂成立。1999年以西凤酒
厂经营性净资产为核心，联
合其他社会法人，组建成立
了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
司。

近年来，西凤人励精图
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
消费者为中心，着力自主创

新，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在
坚持传统精湛的酿酒工艺的
基础上，吸取百家之长，在
香型研发上进行创新，开发
出新的精品和珍品西凤酒，
被酒界专家誉为"新西凤实现
了中国白酒工艺革命性的突
破"。现在，西凤酒已形成了
新口味、新感觉、功能齐全
的系列产品，共有高中低
度、高中低档100多个品种，
满足了不同地区、不同口
味、不同档次消费者的需
求。西凤先后荣获全国轻工
业卓越绩效先进企业、全国
质量AAA级企业、国家原产

地域保护产品、中国十大最
具增长潜力白酒品牌第一
名、全国食品工业优秀龙头
食品企业、中国驰名商标、
中华老字号企业、首批国家
酒类产品质量等级优级认证
产品、中国白酒工业十大竞
争力品牌等殊荣。

今天的西凤人正秉承"酿
造名酒、酿造生活、奉献社
会、构建和谐奋进新西凤"的
经营理念，大力弘扬历久弥
坚的西凤精神，一如既往的
牢记“做酒如做人”的古
训，汇集各方的智慧和力
量，继往开来，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创造着更加辉煌
灿烂的未来。

陕西西凤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文君酒产自川酒四大酒
乡之一的邛崃(古称临邛)，临
邛自古繁庶，曾有“天府南来
第一州”的美誉。1951年，以大
全烧房作坊窖池为基础，建成

“邛崃国营酿酒厂”，1961年正
式组建文君酒生产车间，并生
产第一批口感醇香的“文君
酒”，1963年被评为“四川名
酒”，1983年再次被评为四川省
名酒，同年被四川省经委评为
优质产品，1981年和1984年均
被评为商业部优质产品，1985

年正式定名为四川省文君酒
厂，“文君牌”文君酒是1985年
四川省优质产品。1988年文君
酒在巴黎第十三届国际食品
博览会上获得金奖。1993年至
1994年，先后在多个国家及地
区荣获十一枚国际金奖，成就
香传四海的美名。

文君酒的酿造始于明代，
拥有400余年历史。古“寇氏烧
坊”的蒸馏入窖法，“曾氏曲
房”独特的全手工制曲法均被
秉承沿用。国家级调酒大师吴

晓萍，甄选酒中精华，精心调
配，使得文君酒的口感独具特
色甜润幽雅，蕴含众香。

四川省文君酒厂有限责
任公司是酩悦轩尼诗在亚洲
投资的第一个生产型企业，也
是在亚洲建设的第一个酒庄。
2009年5月融合现代时尚与中
国古韵的文君庄园成立让来
访者在此享受尊贵的品酒体
验。文君酒厂将凭借国际化管
理的营销理念和品牌战略的
管理优势，以及文君酒的悠久
历史和优质酒品，将文君酒打
造成一款全新的中国现代高
端白酒。

四川省文君酒厂有限责任公司

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
公司创建于1919年，是绍
兴酒的代表，位于浙江省
绍兴东麓的东关，占地250
亩，属于长江三角洲开发
区，北临杭州湾，南靠会
稽山，北侧萧甬铁路，沪
杭甬高速公路、104国道，
南有杭甬运河通过，交通
十分便利。是一家以黄酒
生产与销售为主，拥有自
营进出口权的生产型企业,
是我国黄酒行业的骨干企
业之一，是中国酿酒工业
协会黄酒分会常务理事单
位。公司目前拥有黄酒生

产线3条，瓶酒灌装线5
条，黄酒年生产可达到5万
吨。

公司已通过ISO9001、
ISO14001、HACCP体系及
清洁生产认证，是食品卫
生A级单位，产品屡获国
内外大奖，公司主要产品
女儿红酒沿历史记载之典
故，集传统工艺之精华系
绍兴黄酒之精品，女儿红
系列产品具有“陈”、
“醇”、“真”之特色。
公司注册的“女儿红”商
标是浙江省著名商标，并
于2005年被认定为中国驰

名商标，2006年被国家商
务部认定为首批中华老字
号。经过认定，公司已成
为浙江省2009年度第一批
高新技术企业。

近几年来，公司大力
实施品牌战略，始终坚持
以人为本，走抓质量、优
服务、提品牌发展之路，
充分挖掘女儿红蕴含的深
厚的文化底蕴，提高品牌
的知名度，公司产品深受
广大消费者的信赖与喜
爱。产品销往全国二十多
个省市和地区，并出口欧
美、日本及香港等国家和
地区，在国际市场上也有
着很好的声誉。

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

一是博学多才。东北人
喝起酒来，很少有一个人喝
闷酒的，大多都是几个人找
上一些理由聚到一起，而且
喝酒是讲究气氛的，要有那
么一两个核心人物做引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天南海
北，古今中外，地方最新事
件，国家最新时事，无论是抛
出观点的还是随着附和的，
仿佛大家是很有知识面，哪
怕是谁说了一位歌星，大家
也要比比看，是谁知道这位
歌星是唱哪首歌曲成的名，
乃至还有什么相关事情。随
意侃了一阵子，这喝酒的气
氛就自然而然的上来了。当
然，有一些正规活动，那是要
突出主题的，东道主要说明
主要设宴的想法，首先表达
一下，然后分层次以酒表达
谢意。

二是相貌出众。这时候
气氛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
度，开始有人自我感觉飘飘
然了，甚至以为自己很出众，

交际又很广，于是见了别的
酒桌有熟人或者半熟的面
孔，那是要去敬一下酒的。这
下子邻桌乃至几张桌子的人
就很容易相互敬酒，使整个
酒店的气氛达到了极致，老
板是暗地里偷着乐了。

三是慷慨大方。这个时
候，应该是大多数酒桌喝酒
的程度已经基本到了酒过三
巡、菜过五味的时候了。自我
感觉相貌还可以，交际比较
广的人这个时候自我感觉更
是非同一般，而且在展示自
己的时候一旦遇到交流高
潮，彼此投机认可的朋友时，
还要大包大揽，执意要把对
方的饮酒费用全部买单。这
气氛、这心情，让谁都不免为
之感动的，事后那人真的算

没算账，那是另一回事了。
四是身怀硬功。达到前

三个境界还不算完，还有个
别人，因为东北地方特有的
粗犷豪放的基本秉性，加之
已经到了酒量，酒壮英雄胆，

这个时候一些人大多愿意打
抱不平，有的甚至来了性格
和脾气，那是点火就着，相当
的火爆，而且，无论是谁打了
他，不但不觉得疼痛，还以为
自己有多么大的武功，那是

谁也说不听，谁也拦不住，就
是往前冲，即使是都快站不
起来了。

五是旁若无人。都达到
了前四个境界了，有些人还
在喝，直奔更高层次，这时候
他已经视周围为无物，已经
到了惟我的较高境界，什么
人、什么声音都已不复存在，
自己的一切行为全凭脑海中
的那种只有自己当时的感
知，哪怕是过后，那段精彩的
经历早已荡然无存。他们不
管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公共环
境，只要是自己以为是卫生
间就可以尽情出恭，大亮菜
谱(喝得都呕了)。有一位仗
义朋友，喝成这个样子回到
家里后，打开大衣柜门就小
便。等老婆打麻将回来，只见

他倒在自己的那片湿地酣睡
不醒。

六是达到仙境。这可是
最高境界了，达到了这个境
界的还是占极少数。不是每
次喝酒都会出现这样的高手
的。最高境界的人与其他人
刚刚分手，那时的清醒完全
是一种错觉，基本是用不了
多久，他也走不了多远，即刻
进入了仙境般美丽的梦乡。
一次一个三九天的夜晚，两
位不相上下的最高境界的饮
酒高手与大家分手后，其他
人见他们两个虽然有些摇
晃，但还是可以互相搀扶，就
没太担心。可是他们两个走
着走着，酒劲上来了，就先后
倒在路旁的排水沟里。三个
小时刺骨的寒风把其中的一
个冻醒以后，他开始去叫那
位，可是怎么也叫不动。他一
边联系朋友，一边用手扇那
人的脸，直到朋友们来解救，
那人才拣了一条性命，后来
还是截掉了两个指头。(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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