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多客商在今世缘产品展示区参观、洽谈合作

●来宾参观锦酱房深加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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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大师菲利普·科特勒认为：消费者在选

择不同企业的产品时，首先考虑是否能够获取

最大顾客受让价值。只有消费者选择的产品，才

是经销商热情捧场的产品。第 100届全国糖酒

会———成都春季糖酒会期间，从国内外前往糖

酒会寻找投资机会、市场需求产品的客商们，不

断走进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成都茂

业 JW万豪酒店 8楼布置的展区，足以展示今世

缘酒业产品力和文化力汇聚的影响力。

中国白酒行业在 2012 年之后的几年经历

了一场非常深的价格、销量的下跌后，在最近

一两年终于迎来触底反弹。为指导广大客商抓

住这个消费升级带来的新机遇，构建大家共赢

的共同价值体系，实现新跨越，3 月 18 日下

午，今世缘酒业在 JW 万豪酒店召开了“第二

届高端酒发展趋势高峰论坛”，共同探寻消费

升级时代高端酒创新和发展方向，乘势而为。

高峰论坛现场济济一堂，著名军事专家、

国防大学教授戴旭，盛初集团董事长王朝成，

申万宏源证券食品饮料高级分析师吕昌，今世

缘酒业副董事长、副总经理、中国白酒首席品

酒师、中国白酒大师吴建峰，今世缘酒业副总

经理胡跃吾以及来自全国的客商、媒体等几百

人共同参加此次活动。

因缘而生的今世缘，在成长的过程中坚守

和追寻“广结善缘回报社会”，不仅为消费者提

供卓越品质的美酒，更以品牌丰厚的文化底蕴

赢得消费者；不仅满足消费者生理上的要求，

更满足消费者精神上的需求。高峰论坛现场回

放的中央电视台演播的《今世缘·等着我》公益

寻人节目，再次感动了现场所有人。记者看到，

会场座位不够了，仍有人不断进来靠墙边站着

看、认真听；站的地方也没了，就到会场隔壁的

今世缘酒业产品展示区参观、洽谈合作。

当下的白酒行业在品牌次高端的趋势下，

迎来新一轮的激烈竞争。国缘，作为今世缘着

力打造的高端品牌，成为今世缘酒业在白酒市

场开疆扩土的战略大单品。国缘品牌，成为本

届春糖的一大亮点。

但国缘品牌的热度其实早在此届论坛之

前就掀起一番热潮，有关国缘对标洋河梦之蓝

的话题不断聚焦，多位行业大咖连续发声，力

挺高端国缘开创酒业新时代。

胡跃吾：
在行业分化窗口期把握高端趋势

今世缘酒业副总经理胡跃吾在论坛上发

表了以“相信趋势的力量———寻缘高端明星品

牌，携手开创酒业新时代”的主题报告。报告中

回顾了今世缘酒业 2018 年公司业绩高开高走

的营销态势，即公司全年销售和营销指标均实

现两位数增长，再创历史发展新高。这是国缘

能够在行业大分化、大调整的关键期成功入列

高端的根本原因。

针对当前未来白酒产业发展趋势，胡跃吾

给出了自己的判断：行业分化窗口期，消费升

级机遇期，厂商发展关键期。

行业分化窗口期院未来 5 年，随着社会需

求结构和消费形态的持续变化、供给侧改革带

来的成本上涨，品牌结构性分化还会愈演愈

烈，白酒企业竞争将形成新的分水岭，行业进

入“强分化”格局，不仅是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差

距，强者与强者之间的差距也表现出拉大的趋

势，马太效应愈发凸显，逐步进入寡头时代，大

量中小型及地方性品牌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在价格带方面，超高端酒竞争格局明晰，

高端酒和次高端酒竞争激烈；次高端价位以

下，地方龙头与全国品牌竞争惨烈。全国性品

牌凭借规模优势、品质优势、品牌资源，很容易

攻破地方白酒区域优势，品牌会进一步向全国

性品牌集中，预计未来 5 年并购、收购、联营会

进入新常态。虽然品牌集聚效应越来越明显，

但并未定局！

消费升级机遇期院伴随以中产阶层消费为

主的大众消费购买力的持续加强，消费升级已

来临，中产阶层更注重生活质量和享受，在产

品同质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品质+品牌”成

为真正的王牌。对于白酒行业而言，消费升级

第一受益是次高端，未来 300 元次高端价位将

成为行业主流价位增长的核心趋势，次高端的

持续放量也将成为白酒行业最为重要的一个

特征和成长驱动力。

厂商发展关键期院品牌是市场竞争的最基

本单位，心智是竞争的终极战场，将厂商共同

连接合作的是品牌。品牌决定了企业的兴衰沉

浮，而消费者的选择决定了品牌与企业的兴衰

沉浮，也决定了厂家和商家共同的未来。因此

占领消费者心智尤为关键。

选择大于努力，努力很重要，选择同样重

要。未来，优势品牌和优质产品将成为酒商抢

夺的最重要资源。选择成长性强、潜力大的白

酒品牌，往往决定了酒商未来 5 到 10 年的发

展以及在区域市场的地位份额。

这是趋势，趋势孕育白酒产业的战略机

遇。今世缘旗下国缘便是最近的行业分化的窗

口期崛起的为数不多的高端品牌，江苏白酒阵

营绝对的高端双雄。为什么在竞争激烈的江苏

白酒市场国缘能够在高端崛起？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是中国

白酒消费升级的关键时期，今世缘提前布局，

早在 2004 年就推出国缘产品，并与大事结缘，

与“国是”结缘，在历经十多年的江苏根据地市

场搏杀中锁定高端席位。第二是在厂商发展的

关键期，今世缘与经销商共同成长，共同创造

美好的合作之缘，做大了高端财富蛋糕。无论

是今世缘酒业，还是国缘经销商都在高端酒运

作方面积累了经验，这两点对国缘赢取消费者

高端心智和正在展开的全国化尤为重要。

胡跃吾对于今世缘、国缘的品牌竞争战略

解读与盛初集团董事长王朝成的讲话观点不

谋而合。王朝成在论坛上就高端品牌优势及发

展趋势做了分析，超高端市场的价格稳定为整

个高端酒提供的非常好的基础平台，在未来的

市场竞争中，高端品牌即将迎来新一轮的机

遇，在全国化的布局之中，只有从消费者角度

出发、立足行业发展需求、不断创新发展，才能

不断提高品牌价值，真正地入列高端。

吴建峰：
清雅酱香“国缘”的高端价值

高端品牌是白酒行业极其稀缺的战略资

源，只有极少数企业具备打造高端品牌的实

力。但是在本届糖酒会上，今世缘重磅推出价

格破千的高端国缘水晶 V 系，其中 V9 的价格

突破两千元。他的底气何在？

答案，在于国缘 V系的独特价值。今世缘酒

业副董事长、中国白酒首席品酒师、中国白酒博

士吴建峰在《国缘·清雅酱香》的演讲中从品、

酿、道三个方面阐述了国缘V9的高端价值。

吴博士指出，江苏的酱香自成一派，国缘

清雅酱香应运而生，2001 年在白酒泰斗沈怡

方的悉心指导下，今世缘开始结合淮河名酒产

区地理及气候条件，开始创新酱香型白酒酿造

工艺，历经 18 年储备造就了一款具有独特品

鉴体验的清雅酱香。

从工艺到品质方面，国缘 V9 的价值体现

在“新、长、高、低、多”五个字上。所谓“新”是指

工艺创新，采取清蒸清烧、混入、续楂，自动化

制曲、酿酒；所谓“长”是指发酵周期长、陶坛存

储时间长；所谓“高”是指高温制曲、高淡配料、

高温堆积、高温发酵、高温馏酒；所谓“低”是指

国缘 V9 中的高级醇、己酸乙酯、糠醛含量低；

所谓“多”是指多菌种共同糖化发酵，健康因子

多，香味成分多。

“新、长、高、低、多”五字让国缘清雅酱香

“色如黄钻、清雅飘逸、细腻柔滑，舒适自然”，并

且具有“慢醉、快醒、舒适、留香”的饮酒体验，可

以完美的体现江淮一带独特的清雅神韵。

国缘 V系的雅不仅体现在酒体上，他们形

成了“酿健康酒，健康饮酒，饮酒健康”的国缘酒

道。喝酒要有度。要用科学依据告诉人们适量饮

酒有益健康，享受生活，是高雅生活的表现与反

应。虽然这样社会风气的形成需要漫长的时间，

但是这确是国缘的品牌宗旨和饮酒之道。

酿美酒，结善缘。在中产精英“酒要喝少、

喝好”的普遍心态下，“舒适酒度，更高品质”已

经成为未来趋势。只有以更清雅的酒体、更高

雅的酒道来迎接中产精英人士的高端白酒消

费心智，才能在行业分化的窗口期高端抢占到

黄金赛道。申万宏源证券食品饮料高级分析师

吕昌在主题报告中如是说。

面向全球，
讲好中国白酒缘分故事

2019 年 3 月 18 日，刚参加完全国两会的

江苏今世缘酒业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周

素明在《瞭望》刊发署名文章《缘，中国人的情

感春秋》。文中指出：缘是中国文化处理人与自

然、人与人及身与心之间关系的三大要津，是

中国人的情感春秋。而酒与缘相遇则是缘文化

的一次自我沉淀发酵，一次中华传统文化源头

的回溯。酒中有天地，缘分定古今。

中国人讲善惜缘，“缘”将中国链接成一个

真善美的整体，世界人民同样是讲求缘分，世

界是个地球村。伴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及中国

更好的融入世界，中国的缘文化也正在逐步走

向世界。这将为高端品牌国缘与“国事”提供更

多战略机遇，也提出更高使命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在论坛举行期间，当天的

股市收盘，传来今世缘涨停的消息，这对致力

面向全球，讲好中国白酒缘分故事的今世缘酒

业和广大携手发展的伙伴们，无疑是又一个好

消息。正在演讲的戴旭教授说，在这个昂扬向

上的新时代，到处都是机会，必将产生一批顺

势而为的优秀企业。

姻 本报记者 何沙洲

三月的嘉陵江畔春意盎然,充满生机。3 月

15 日，第 100 届全国糖酒会在成都拉开序幕，

近 300 名调味品行业著名专家、经销商、供应

商、电商从全国各地汇聚到南充市嘉陵工业园

区的四川锦酱房味业有限公司生产基地。

当天上午，四川锦酱房味业有限公司 5 周

年庆典暨新生产基地启动仪式隆重举行，四川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级调研员、原食品生

产监管处处长王云祥、南充市嘉陵区政协主席

白青云、四川锦酱房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晓

飞、郑州川味陈食品总经理陈伍江和林凤酿造

厂厂长林文波，共同启动了四川锦酱房味业有

限公司 5 周年庆典暨新基地正式生产仪式，近

300 名特邀嘉宾喜气洋洋到场见证了这一里

程碑时刻。

“四川省食品调味品生产企业现有 800 余

家，在全国堪称是一个调味品生产的大省。像

锦酱房味业受到广大美食爱好者的高度认可，

不断形成规模的食品调味品生产企业，且不断

创新，不断追求产品品质卓越，特别是为今天

对美好幸福生活不断追求的人们做出的努力

和奉献，可谓是功不可没。”王云祥在讲话中

说，锦酱房以全国糖酒会为媒介，在“3·15”邀
请和欢迎新老朋友到新工厂进行考察、交流，

建立起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很好地展示了四川

食品企业重质量、守诚信、负责任的良好形象；

并从提升“产品品质、服务品质、品牌价值”等

多方面入手，让消费者享受到与众不同的时尚

美味，为合作伙伴、经销商创造更多共赢机会，

共谋发展，共享未来。在业界可圈可点，值得肯

定。

锦酱房味业前身为郫县白鸽豆瓣厂，其历

史可上溯到清康熙年间，解放后经公私合营，

以生产“鹃花”牌郫县豆瓣为主。2013 年，公司

在南充市嘉陵区投资新建调味品深加工基地。

南充是“二荆条辣椒”的发源地，荣获“中国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优质的南充二荆

条是四川辣酱、郫县豆瓣、重庆火锅底料等产

品的主要原料。且南充还盛产菜籽油、大豆、花

椒、羊肚菌等系列原辅料，更是让锦酱房从源

头上保证了原料资源优势。杨晓飞带领锦酱房

到南充投资谋求“多赢”的心愿由此可见。

对此，白青云在讲话中说，对锦酱房味业

公司今后的发展，嘉陵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

往、胜似以往给予重视和支持。希望锦酱房味

业在嘉陵这块热土上面向更高的发展目标，尽

快构建公司产业健康发展体系，早日把企业做

大做强，为嘉陵区在建设“成渝第二城，宜居新

嘉陵”、“争创全省经济副中心”中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主持人请王云祥和杨晓飞一起上台，为舞

狮“点睛(金)”。“这是锦酱房的新起点，也标志

着锦酱房踏上了新征程。”杨晓飞在致辞中介

绍，锦酱房味业新工厂占地面积 50 亩，厂房及

附属设施建筑面积近 2万平方米。一期建有 6
条全封闭式辣酱制品，油辣椒、火锅底料，复合

调味料生产线及两条酱腌菜生产线，可年产辣

酱制品、火锅底料、蔬菜制品 10 万吨。二期生

产线投产后可实现年产 20 万吨的生产规模。

新基地高起点的建成，将更好地服务广大客户

新的更高的需求。

经销商、供货商代表在发言中说，在启动

仪式前他们已参观了生产线、研发中心，品鉴

了锦酱房的的系列产品，新建落成的调味品深

加工基地是按照 GMP 国际卫生标准设计、建

造的新型食品生产车间，生产设备先进，有自

己专属的研发中心。他们认为，依托锦酱房现

代化工厂的先进科技设备以及杨晓飞董事长

在辣酱行业 20 多年的深耕积累，全新推出的

升级产品“锦酱房”风味豆豉、牛肉豆豉辣酱、

牦牛肉酱、冬菜蘑菇牛肉酱、深海虾酱、“酱小

妹”拍黄瓜酱等多种规格、数十个单品。都体现

了锦酱房在将企业与经销商和消费者的共同

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使企业的核心价值得以提

升和超越，高起点奠定了锦酱房在香辣酱领域

的地位。

供货商表示，将会一如既往按照锦酱房比

国家标准更高的要求供货；经销商表示，更有

信心和杨晓飞携手实现锦酱房的目标：做最顶

级健康的“四川辣酱”。

杨晓飞表示，锦酱房是以做好自己的事来

结交天下各路商界精英。感谢大家来见证一个

新的锦酱房诞生。锦酱房正沿着“公司+基地+
农户”的农业产业化道路，建立自己的辣椒、菜

籽、羊肚菌种植基地，依托锦酱房现代化工厂

的先进科技设备以及特有的炒制、配方工艺，

打造锦酱房四川辣酱世界品牌之路，将锦酱房

建设成集种植、基地、研发、生产、销售一体的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这一切的目的是要把

锦酱房的信念化为行动，将锦酱房的梦想变为

现实。锦酱房的信念是要为人民的生活锦上添

花，锦酱房的梦想是要打造中国最顶级美味的

“四川辣酱”！

“锦酱房正从一个区域品牌逐渐发展成一

个走向全国和国际的辣酱品牌，已成功地与中

国几十个著名的餐饮连锁系统、火锅、王婆大

虾系统企业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杨晓飞在当天下午举办的“2019 中国四川辣

酱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表示，锦酱房成功走

过这 5 年是因为有各级政府、新老朋友们的助

力。未来，实现锦酱房的信念、梦想，更要靠大

家聚起来的合力。一个人走路，可能会走得很

快，但不一定能走得很远，而一群人走路，不一

定走得很快，但可能走得很远。锦酱房要持续

发展下去，中国四川辣酱要香飘全球，不仅要

更努力让广大消费者享受到优质的产品服务

和价值理念服务，同时还要携手更多合作伙

伴、经销商，以自身更好的发展去推动行业共

同的良好发展。

国缘飘香百届春糖会 引领中国高端白酒新趋势
———“第二届高端酒发展趋势高峰论坛”侧记

第100届全国糖酒会在成都拉开序幕

为何这么多人走进锦酱房南充生产基地？

●杨晓飞(左)欢迎南充市嘉陵区政协主席白青云(右)一行莅临 ●杨晓飞和嘉宾共同启动庆典仪式

●杨晓飞向来宾介绍《企业家日报》对锦酱房打造“四川辣酱”的报道

●第二届高端酒发展趋势高峰论坛现场济济一堂

●今世缘酒业副董事长、中国白酒首席品酒师、
中国白酒博士吴建峰演讲《国缘·清雅酱香》

●今世缘酒业副总经理胡跃吾发表主题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