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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十一黄金周菏泽消费市场数据出炉

6600家家重重点点监监测测企企业业揽揽金金22亿亿多多元元

60家重点监测零售企业

黄金周揽金2亿多元

10月1日至7日，菏泽市重
点监测的60家零售企业节日期
间实现销售额21192 . 4万元，按
同口径比较，同比增长2 . 17%；
14家餐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023 . 6万元，同比增长2 . 14%。
重点监测的商品中，粮油食品
类商品销售4324 . 6万元，同比
增长2 .14%；饮料烟酒类商品销
售 3 4 5 2 . 2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2 .31%；服装类商品销售2312 .3
万元，同比增长4 . 97%；金银珠
宝类商品销售1306 . 6万元，同
比增长2 .45%；家用电器类商品
销售1857 . 4万元，同比增长
1 . 7%；其他类商品实现销售额
7939 . 3万元，同比增长1 . 41%。
节日期间全市各种商品供应充
足，没有出现异常现象。

各大商家精彩促销

消费市场运行稳定

黄金周期间，全市各大超
市、商场、商品市场大力营造喜
庆热烈、文明有序的节日氛围，
开展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
促销活动。各大超市普遍采取
了海报宣传、让利销售、现场演
示等促销手段。各家居建材市
场抓住秋季家庭装修高潮，纷
纷开展打折、买送、抽奖等促销
活动，优惠额之高、优惠面之广
近年少有。节日期间绝大多数
商场、超市、连锁店、餐饮企业，
均不同程度的延长了营业时
间，方便了居民消费。在各类促
销活动带动下，金银珠宝、家用
电器、通讯器材、秋冬服饰、家
居建材等商品全面热销，消费
结构升级趋势明显，销售业绩
稳步增长。

消费结构升级

市场热点更新

休闲化、时尚化、高档化和多
样化依然是节日居民消费的主要
特征。服装、金银珠宝、数码信息
产品等商品销售呈现较快增长态
势，粮油、副食品、土特产品、民俗
商品等销售红火。节假日期间，探
亲访友聚会明显增多，带动食品
销售增长。各种名烟名酒、营养滋
补品、节日礼品、休闲食品、地方
土特产尤其好销。

餐饮行业火爆

网络消费增加

各旅游景点游客增加，商旅
互动明显。各大饭店抓机遇抢市
场，纷纷推出了价位不同、各有特
色的正餐、小吃，方便游客消费，
拉动了餐饮消费兴旺。面对市场
形势的变化，各大餐饮酒店积极
向中低档转型，适应大众消费，也
更注重服务与品质。推行线上销
售等模式，十分受青睐。各大商场
内也综合了餐饮文化，购物之
余可休闲饮食，使餐饮企业更
有生命力、更有发展潜力。

国国庆庆假假期期，，菏菏泽泽市市道道路路客客运运
发发送送旅旅客客6688 .. 66万万余余人人次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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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德领

金秋十月，举国欢庆，以
“为祖国干杯”为主题的2019花
冠集团第十八届中华储酒文化
节正式拉开了帷幕，10月7日，
星光璀璨、大师云集，来自社会
各界的嘉宾、媒体记者近万人
齐聚花冠集团，共同见证中国
白酒界这一盛事，感受花冠人
的创业历程和奋斗精神。

星光璀璨 精彩纷呈

多项活动助力文化节

据悉，第十八届中华储酒
文化节期间举办了各类活动。
10月5日，花冠鲁雅香以10001
瓶鲁雅香瓶储年份酒排列出最
长的中国酒列队，成功打破世
界吉尼斯纪录，为第十八届中
华储酒文化节的开幕打响了第
一枪。

随后举办为新中国庆生升
旗仪式；金贵酱酒战略发布会暨
瓶储私藏酱酒首发仪式；瓶储年
份酒灌装启动公证仪式；国花庄
品牌全球发布会；国花酒庄澳洲
红酒馆开馆仪式；冠群芳·柔酒
大师—柔动齐鲁大师之道暨中
国大师精神高峰论坛；首届杰作
粉丝汇；新名酒之约等活动。这
些重磅活动的举行，不仅展示出
花冠各销售公司的实力，也体现

出花冠产品全国化道路的引领，
犹如深水炸弹，必将在业界引起
不小的震动。

储酒节的晚会现场精彩纷
呈，著名歌唱家蒋大为演唱的

《牡丹之歌》《我和我的祖国》，
著名青年歌唱家刘和刚演唱的

《麒麟》《梦的花冠》，将晚会现
场气氛推到了高潮。花冠集团
的新宣传片《大美花冠》，让观
众了解到全新的花冠集团。巨
野宣传片《大美巨野》，更是让
观众看到了巨野这一方沃土正
在齐鲁大地上快速崛起。

薪火传承十八载

打造行业“第一节”

酒是陈的香，是数千年来
中国人对白酒的基本认知。为
了酿造一瓶极致佳酿，自2002

年起至今，花冠集团开江北储
酒文化先河，把“储酒工艺品质
文化”、“九九重阳节庆文化”和

“感恩许愿文化”合三为一，举
办盛大的中华储酒文化节。

十八年来，参加储酒仪式
的各界名流、嘉宾、消费者等累
计超过五十万人次；十八年来，
中华储酒文化节累计储存高品
质酒近5万吨，为鲁雅香新品类
积累了宝贵的原酒资源；十八
年来，中华储酒文化节传承酿
酒传统，弘扬储酒文化，成功塑
造了新名酒最重要的价值与品
质表达方式之一。麒麟之乡菏
泽巨野，因为花冠集团十八年
的坚守，又新添了“中华储酒文
化之乡”新名片。这是花冠人用
智慧和汗水铸就的最宝贵品牌
IP资源，是花冠集团最耀眼的
光环。

历经18载的坚守，中华储
酒文化节无论从节日性、文化
性、规模化都堪称中国白酒发
展史上最伟大的储酒盛事。中
华储酒文化节创领了中华储酒
文化先河，不仅是花冠集团最
闪亮的金字招牌，更弥补了中
华白酒文化在储酒节日上的空
缺，推动了全国白酒储酒热潮，
在中国白酒发展史上描绘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栉风沐雨六十载

奋斗成就新价值

花冠自1958年建厂至今，
从最初的一个县级酒厂，发展
成为集白酒主业板块，葡萄酒
产业板块，金融投资产业板块
和以房地产、印刷为主的其他
产业板块四大事业发展格局于

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一跃成
为鲁酒领军企业，主动担当起
振兴鲁酒重任。

回眸花冠61年的发展史，
花冠人迈出了凝聚着拼搏与进
取的“三大步”，即以产品品质
塑造花冠品牌、以品类创新提
升花冠品牌价值、通过“新名酒
工程”战略实现花冠品牌高价
值，实现了花冠品牌的高价值。

目前，花冠集团现有员工
3600余人，其中，中国白酒大师
1名、国家级白酒评委8名、国家
级果酒评委4名和省级白酒评
委16名，专业技术人员216人，
技术和科研实力雄厚；白酒主
业板块建有酿酒发酵池1 . 3万
个，年产优质粮食酒2万吨，储
酒能力达13万吨，10条现代化
罐装生产线，是山东最大的优
质粮食酒生产和储存基地。

传传承承工工匠匠精精神神，，助助力力鲁鲁酒酒振振兴兴发发展展
2019花冠集团第十八届中华储酒文化节隆重召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崔如坤 通讯员 孟庆乾

8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菏泽市商务局获悉，今年国庆
黄金周期间，菏泽市消费市场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各类消费品市场
供需平衡，主要商品销售秩序井然，商品价格相对平稳较为实惠。

本报菏泽10月8日讯(记
者 周千清) 10月8日，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市
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国庆7天
小长假期间，菏泽市交通秩
序良好，道路交通基本通畅，
全市道路客运累计投放运力
15756辆次，共完成旅客发送
量68 . 6301万人次。

据悉，为确保国庆黄金
周旅客运输工作安全有序，
菏泽市交通运输局提前安排
部署，组织安排对全市各重
点客运站场区、主要公路、高
速公路出入口进行了集中检
查和巡查。在客流发送高峰
期，运管部门及各运输企业、
各有关单位做好各项检查督
导工作，随时关注客流动态，
同时，加派一线工作人员，加
强现场秩序维护，加开客运
班车，在人流较为集中的地
方安排专人疏导、维持交通
秩序，密切配合，使客流高峰

平稳、有序渡过。黄金周期
间，全市交通秩序良好，各种
运输方式组织有序，旅客运
输及时，道路基本通畅。

据统计，10月1日至7日，
菏泽市道路客运累计投放运
力15756辆次，其中包车1082
辆次、定制客运车辆85辆次，
开行33120个班次，其中加班
266个班次，共完成旅客发送
量68 . 6301万人次，较去年同
比下降约20%。

城区公交方面，9月30日
到10月7日，菏泽城区公交完
成总发送量108 . 49万人次，
同比增长22%。其中，单天最
高是10月7日，完成发送量
16 . 03万人次。

国庆期间，城际公交公
司根据客流出行实际，适时
增加机动运力，合理调整班
次。共发送班次11193班，完成
乘客发送量32 . 04万人次，日
最高发送量为4 . 92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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