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客山东·中国名酒高峰论坛

山东扳倒井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张辉

从全国范围看鲁酒肯
定能做大做强，因为鲁酒
在白酒产区概念中占有一
席之地。近几年全国形成

了几个大的白酒板块。一
个是贵酒板块、一个是川
酒板块、一个是汾酒板
块，我认为其次就是鲁酒
板块。一是鲁酒本身就是
产酒大省，同时鲁酒香型
特点、产量规模、产业集
群都较为成熟。鲁酒这几
年逐步形成了产区核心香
型——— 芝麻香。把我们产
区核心的东西打造好，是
鲁酒再次走出去的质量保
证。同时，我们要把鲁酒
的这一优势在消费者和大
经销商当中放大。

其次，鲁酒企业需要
品牌再造。产区概念形成
之后鲁酒企业需要迅速打
造品牌。我们从0 7 年开
始推出国井这个品牌，经
过品牌测试发现国井具备
全国化的品牌基因，下一
步要实现国井与扳倒井两
款系列产品的链接，从而
形成国井扳倒井酒业集
团。我认为有了产区感
念，有了自身品牌，鲁酒
不但会在省内市场发展壮
大更能够在外省做大做
强。

鲁酒板块核心是芝麻香

济南趵突泉酿酒有限责任
公司 副总经理 邢宪青

鲁酒这几年的振兴有目
共睹，特别是芝麻香和低度
浓香型白酒不论从产能上还
是质量上。鲁酒企业发展之
快相信走向全国只是时间的
问题。看看一线的名酒品牌，
其发展都需要十到二十年的
沉淀。为此鲁酒目前的发展

不应仅追求速度更要追求质
量。换句话说鲁酒企业不仅
要追求生命宽度更需保持企
业的持久竞争力。为此，这需
要我们必须保证产品质量，
夯实根基，像前面几位老总
说的那样，找准合适的机遇
走向全国。

鲁酒生命力需要宽度更需长度

山东天地缘酒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董义明

天地缘还处在发展阶
段，我们将立足本土市场，
走差异化产品，逐渐做成区
域强势品牌再向外扩展。我
们以喜庆文化为企业发展之
路，以洞藏系列为主打产
品。同时，我们在加强销售

队伍提升综合素质路线，走
差异化路线，提升实力。

鲁酒应该凝聚力量团结
起来，发展好本土市场走向
省外，依托行业协会互相学
习，开创新的经营模式，扩
大我们鲁酒的影响力。

先做好区域市场

文君酒销售公司 总经理
王守忠

鲁酒是大学生的话，
文君现在还是小学生。尽
管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奢
侈品品牌轩尼诗旗下的白
酒企业，但是在白酒这方
面我们还是个新军，白酒
有 白 酒 的 规 律 和 消 费 习
惯，所以我们在不断的学
习、不断的进步。我们公

司是唯一一个没有中端酒
的企业。我们的消费群体
相对比较窄，根据市场调
查，我们会挑一些文君能贴
入的点。我认为做品牌要稳
扎稳打，我们还有很多路要
走，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今
天参加此次论坛对我来说是
个很好的机会。

打造高端白酒品牌

宝真酒业董事长 潘智群

很高兴今天能够参加
这次论坛。以我个人来
说，身份相对比较特殊，

一方面我是经销商，至目
前为止我已经从事酒水经
销工作二十多年，先后与
张裕、法国卡斯特集团、
茅台、舍得、水井坊等知
名酒水集团合作过。我们
忍痛割爱和张裕断绝关
系，和法国卡斯特合作，
做主舵者品牌，在法国波
尔多考察酒庄，学习葡萄
酒的酿酒工艺。同时我们
与卡斯特合作，推出了主
舵者1960这个品牌，从法国
引进了卡柏莱这一品牌，

目前还在考察其它的几个
法国知名酒庄。特殊的身
份让我更能清晰的看到鲁
酒企业的发展状况。鲁酒
振兴是必然的，目前正处
于发展期的鲁酒不应仅仅
看到现在一线品牌的辉
煌，更需要知道他们背后
的艰辛，要知道洋河也到
过十分困难的境界。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
河西，希望鲁酒企业发挥
自身优势，吸取他人经验
再次走出山东。

辉煌的背后要看到企业的艰辛

曲阜孔府家酒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陈伟

孔府家的品牌在鲁酒中
算是比较好的，可以说具备
了做大全国市场的条件，这
一点也是业内人士认可的。
孔府家在省外主要是三大
块：广东市场、以上海为中
心的江浙市场和海外市场。
海外市场主要以韩国、日本
为主，山东省内市场以曲阜
为主。

孔府家的地域优势使得
其品牌知名度较高。如何依
托现有的品牌优势扩大省外
市场的影响，是我们下一步
的目标。同时我们还要做好
本省市场，逐步在省内、省
外、海外完善布局。借此机
会希望与省内有实力的同仁
相互交流共同拓展省外市
场，把鲁酒做大做强。

依托品牌扩大省外市场

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伟峰

山东是白酒生产大省、
消费大省。业界有着“得山
东者得天下”的说法。参与
此次论坛，我是抱着学习的
态度来的，黄酒历史悠久，
但是规模比较小，区域性比
较强，要做山东市场还需跟

各位多交流。鲁酒在全国市
场中的经历、经验值得我们
学习。通过交流有一点我觉
得各位同行讲的很好，就是
要保证产品质量。同时黄酒
和白酒相比还需要加强对消
费者口感的培养。

山东是名酒必争之地

醍恩酒业市场总监 张守峰

醍恩酒业是鲁汉集团
的一个下属企业，主要做
红酒经销。

在品牌建设上我想谈
一 点 ， 品 牌 需 要 四 个 要
素，首先是产品，产品的
品 质 要 好 。 第 二 要 有 卖
点。第三是定价再就是创

新。同时还需一个好的营
销模式，建设一个好的优
秀团队，品牌建设方面最
终目的是执行，执行不好
很多好的建议很难得到落
实。为此我觉得，不管是
做葡萄酒还是做白酒都需
要加强团队建设。

品牌建设要落实到执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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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孔府家酒业有
限公司致力于品牌的维护，
在产品质量、企业形象、品
牌维护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
操作，特别是自2007年以
来，企业在新的领导班子的
带领下，狠抓产品质量，全
力提升品牌，布局市场拓
展，企业实现了年均增长
30%的发展速度，企业先后被
中国酿酒工业协会、山东省
人民政府联合授予“中国低
度浓香型白酒著名企业”荣
誉称号；被山东省食品工业
办公室和山东省食品协会授
予“山东省白酒行业创新品
牌”、“山东省白酒行业标准
化生产示范基地”荣誉称号。

创新是企业发展永恒的
主题。多年来，孔府家始终坚
持走自主创新、科技带动的
发展道路，始终坚持创新和
技术领先的发展战略，始终
坚持以市场创新和产品开发
创新并举的工作重点，注重
酿酒特色和实际效果，在酿
酒工艺、酒体风味、口感、
香型研发、窖泥制作等方面
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从上世

纪80年代“孔府家酒”在低
度浓香白酒方面的伟大创
新，到上世纪90年代“提高
孔府家酒优质品率课题研
究”获得成功，再到如今的儒
雅香孔府家酒的研发成功，
都是与孔府家人科研创新密
不可分的。2011年8月，儒雅香
孔府家酒被山东省轻工业协
会授予“山东白酒创新品牌”
荣誉称号。

孔府家酒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邱振新向记者介绍说，
中国曲阜孔府家第28届酒文
化节暨2011儒雅香孔府家酒
封藏大典是由曲阜市委、市
政府主办，孔府家酒业有限
公司承办的一次大型的儒家
文化传承与发扬的盛会，也
是儒雅香孔府家臻藏酒的隆
重推介会，举办第28届酒文
化节暨2011儒雅香孔府家酒
封藏庆典，目的就是把儒雅
香孔府家酒，打造成中国最
具收藏价值的文化名酒，并
且是物有所值、物超所值，
且能够实现保值增值的文化
臻藏酒。本次封藏大典所用
的儒雅香孔府家酒是孔府家

为纪念孔子诞辰2562周年所
特别酿制，全球仅限量发售
2562坛，其所蕴含的价值远超
其价格，是各界人士收藏、馈
赠和投资的不二选择。

作为孔府家酒业有限公
司的高端拳头产品，儒雅香
孔府家酒的研发成功，为该
公司进一步拓展市场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2007年，孔府家
酒业有限公司抽出精兵强
将，投入巨大的物力财力，并
与国内多家科研院所联合，
结合曲阜当地独特的酿造生
态环境和孔府家传承千年的
酿酒传统，遵循“中庸为曲、
和谐为基”的酿造理念，长期
公关，反复试验，终于在2008
年研制出集浓、清、酱、芝四
香合一儒雅香型孔府家酒。
儒雅香型孔府家酒集清香型
的柔和、浓香型的艳丽、酱香
型的幽雅于一身，又融合了
舒适的芝麻香气，酒体清澈
透明、酒香幽雅芬芳、入口
绵甜醇和、回味留香持久，
是中国高端白酒的高端香型
和高端产品。自上市之初，
便得到了广大消费者和国内
权威酿酒专家的一致好评。

据悉，儒雅香孔府家酒
的制作工艺和制作原料都是
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别
无替代。届时，国家、省、
市领导，专家学者、孔子后
裔、几十家媒体的嘉宾将莅
临孔府家，共同见证孔府家
第28届酒文化节暨2011儒雅
香孔府家酒的封藏盛典。

(通讯员/邱会东)

演绎经典 传承华章

孔府家打造最具收藏价值的文化名酒
孔府家第28届酒文化节暨2011儒雅香孔府家酒封藏庆典即将拉开帷幕

金秋十月，在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东方圣城
曲阜，作为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的精彩传
承，又一场备受瞩目、翘首以盼的文化盛会-中
国曲阜孔府家第28届酒文化节暨2011儒雅香孔府家
酒封藏大典即将于10月15日隆重开幕。这不仅为
节庆活动增添活力，更为活跃曲阜经济、展示企
业发展成就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据悉，举办这
次活动，是继2010年孔府家提出打造30亿级企业发
展远景后对外展现的又一重大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