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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剑兰 王道海

2019 年 3 月 19 日，501 五粮液·超高端

战略发布会在成都拉开帷幕。中国酒业协

会理事长王延才，中国酒业协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宋书玉等行业协会领导，五粮液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曙光，五粮液

集团公司总经理、股份公司董事长刘中国，

五粮液股份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陈林，五

粮液集团公司副董事长、股份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邹涛等行业专家和经销商代表、嘉

宾参加发布会。

宋书玉发表题了为《顶级浓香的行业价

值》的主题演讲，阐释了白酒行业资源向优

势产区集中、品牌资源向名酒企业集中的发

展趋势。他说，501五粮液超高端产品是基于

目前市场状况应运而生，并总结出酿造高品

质浓香型白酒的四大特征：老———千年老窖

万年糟；不———不间断地发酵，不可复制，不

可迁徙；长———单排发酵时间长；特———酿

造特殊，工艺特殊。五粮液超高端战略，在文

化、工艺、品质等多个维度实现了产品内在

与外在的统一，开启了超高端白酒的新篇

章，将会对白酒产业高品质产品价值标准体

系的健全完善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白酒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促进等多方面做出

巨大的价值推动。

据了解，“501 五粮液”出自五粮液的第

一座车间———501 车间。这个以“长发升”

“利川永”等为代表的 156 口古窖构成的

“明清古窖池群落”，统称为五粮液 501 车

间。这里有迄今为止窖池结构保存最完整、

酿酒古法技艺传承最连续、不间断使用时

间最长的“活窖”。其中，距今 650 年的明代

古窖于五粮液乃至全国白酒行业都是极其

珍贵的资源，是中国最古老的窖池。2005
年，五粮液的明代老窖泥被国家博物馆永

久收藏，是当前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唯一一

件“活文物”。

白酒酿造讲究“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

须得窖池老”，窖池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白酒

的品质，不仅要“老”，而且要“不断代”连续

使用，功能完好。据中国酿酒大师、五粮液

股份公司副总经理赵东介绍，501 车间明代

古窖池群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曲酒发酵窖

池，见证和经历了中国白酒的起源与发展。

运用最前沿的生物分子科学对古窖泥进行

测序发现，古窖泥中含有数以万计且比例

和结构科学合理的微生物，产生了非常独

有的窖香，而沉积的香味物质越多酿出的

酒就越香。赵东说，“我们限定车间、限定窖

池、限定匠人，就是想要告诉消费者，这里

的每一滴酒都来自 501 车间的明代窖池，

每一口品尝的都是历史、岁月的味道。”

“501 五粮液”做了“三个限定”，即限定

501车间、限定窖池、限定匠人。每一滴“501
五粮液”都出自 501 车间最老的窖池群，这

些窖池从明朝初年一直延续使用至今，650
年从未间断过，从这些窖池酿造出的酒中选

取极为稀缺的最高品质部分来做“501 五粮

液”。而酿造“501 五粮液”的酿酒师傅，至少

拥有 30年以上的酿酒经验。“他们培养出了

一批批优秀的酿酒师，没有人比他们更熟悉

五粮液的酿造技艺，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这

几百口古窖池的脾性，所以他们能真正挖掘

出这些古窖池无限的宝藏。”赵东说。

在包装和酒体方面，“501 五粮液”作为

五粮液战略超高端产品，其包装设计不仅

具有五粮液的核心元素，同时还展现出 650
年的时间力量。其产品设计经过了无数次

的推敲打磨，1500 人次参与酒体品评测试，

才最终成型。

“501五粮液”的酒盒是以明代风格的古

门为创作原型，以钥匙为门簪，取下钥匙，开

启一扇明代古门，也是开启 501 车间的大

门。打开大门，拿出产品，盒子底部就是明池

的造型，整个产品包装设计与产品的概念和

名称完美呼应，打开后，盒子内部呈现出明

代画家陈洪绶墨宝的屏风。瓶子继承了五粮

液经典的“鼓形瓶”，极具品牌风格和辨识

度，而这也是世界最初认识五粮液时的样

子。每一处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运用的每

一个元素都呈现出明代的记忆。

记者从有关白酒专家了解到，我国白

酒产品主要通过年份、产地、香型等“同质

化”的维度来表达品质。当前很多高端白酒

市场上的产品，往往只是停留在炒作概念

层面，缺乏真正的核心支撑，缺少了一些真

诚。501 五粮液的推出，将改变这一局面，让

消费者真正了解产品，了解自己喝到的每

一滴酒。

501五粮液·超高端新品发布，651年酿造的芬芳·501五粮液亮相

每一滴酒都来自明代窖池

荫宋书玉在发布会上讲话

浙江省 3·15 金承诺优秀示范单位红榜展示
浙江梦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优珈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东阳市瑞紫盛福堂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东阳市鑫木府家具有限公司
海宁市硖石华购旺副食品店
嘉善德丰农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杭州耀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冠纳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佳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佳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网上销

售：电子产品、农副产品（除国家专项规定）、食品。以共

赢、创新为经营理念，以全新的管理模式和周到的服务，

服务于客户。公司于 2016 年注册成立，在公司发展壮大

的三年里，我们始终坚持用户至上，坚持用自己的服务去

打动客户。

海铂（杭州）验房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海铂（杭州）验房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服务内容涉

及：过程品控、模拟验收（细检）、交付培训（抽样验收）、交

付陪验等；海铂验房产品同步解决了业主收房难的痛点，

为业主提供最专业的收房服务，助推了房地产行业健康

良性发展；海铂验房，前端验房，后端大数据公司，以验房

为入口开发家居产业链延伸产品：海铂验房，海铂美缝，

海铂空气治理，旗下有潘功私塾软装设计，海铂内务保洁

与管理等综合性服务商。

杭州汇隆珠宝销售有限公司
杭州汇隆珠宝销售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珠宝研发、设

计、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司。汇隆珠宝以客

户为核心，以市场需求为目标，不断创新产品结构，提升

服务质量，根据国内外客户的需求，在产品供求、投资业

务等方面展现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公司拥有稳定的运营

结构，稳健的经营风格，力求打造汇隆珠宝的形象品牌，

使其成为优质的珠宝品牌。始终秉承“客户为尊、信誉为

本、优质为志”的企业经营理念，坚守给客户提供一流产

品和服务的服务宗旨，汇隆珠宝愿与您一起共创更辉煌

的明天!

杭州麦客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麦客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以蛋糕、面包、饼

干、韩式裱花、翻糖、精品咖啡饮品、拿铁艺术拉花、中式

点心、特色小吃、店面管理、会计等技术培训和学历教育

为主的互联网教育机构，拥有 10 多年教育培训管理团

队，坐落在浙江省杭州市未来科技城，环境优美，交通便

利。公司愿景：立足杭州，面向浙江，走向全国，让麦客喜

学子遍布大江南北。教学特色：以市场需求定位专业设

置，以岗位标准定位教学内容，以实际应用定位教学过

程，以企业文化定位素质教育。

杭州益诚建设有限公司
杭州益诚建设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房屋建筑工程，市

政工程，边坡治理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土石方工

程，公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管道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

程，园林古建筑工程，建筑幕墙工程，环保工程，钢结构工

程，体育场地设施工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地基基础工

程，绿化养护和园林绿化工程。

杭州立腾车耳朵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立腾车耳朵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计算机软硬件、汽车服务综合

信息数据系统工程、物联网技术、导航定位技术；销售电子

产品（除电子出版物）；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杭州木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木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为医院、酒店、

学校等需要大型热水供应系统，解决用电不安全、燃气不

安全、系统能耗高、设备坏了不能及时发现等客户最关心

的核心问题。实现高效管理节能，挑战生产生活的运营成

本和整体能耗的最低点。杭州木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提出全新的合同能源管理解决方案，为高能耗企业免费

提供能源监测，免费提供节能设计方案，设备采购安装，

工程实施，运营维护到设备更新升级的一体化合同能源

管理服务。

杭州信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信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是专注于餐饮管理的专

业服务公司，是通过国家工商管理局注册成立的专业化

的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5 月 27 日，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

民币。公司坐落于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镇环湖北

路 88 号 805 室。杭州信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规范、专

业、创新、共赢的经营理念，高效贴心的服务，团结协作、

敬业负责、服务奉献、求实进取的企业精神，始终贯彻以

追求合作伙伴最大利益为目标，竭诚为合作伙伴提供最

大程度的保障。

杭州艺博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杭州艺博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室内外设

计、预算、施工、材料于一体的专业化装饰公司。公司从事

装饰装修行业多年，有着创新的设计、合理的报价，还有

一批独立的专业化的施工队伍，确保施工绿色环保，安全

文明。自公司成立以来，全体员工一直秉承“以质量求生

存，以信誉求发展”的经营理念，始终坚持以客户的需求

和满意为核心，以“诚信”为宗旨，不断地用优质、精美、具

有创造力的空间装饰产品为客户提供更大的价值回报，

从而使公司不断发展壮大。

宁波绿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绿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4 月，位

于宁波南部商务区。公司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30 余

人，均有着丰富的园林景观施工经验。近年来，公司先后

承接了水乡邻里地块景观绿化工程、上海长风 8 号景观

绿化工程、雅戈尔紫玉台花苑景观绿化工程等多个高端

楼盘及样板示范区，并一致受到业主及业内人士好评。公

司不断引进国内外新型造园手法，并与上海等地多家植

物研究中心以及园艺基地合作，坚持把大自然搬回家。不

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绿霖人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为城市

建设添砖加瓦，为生态环境保驾护航。

杭州合祥物流有限公司
杭州合祥物流有限公司是杭州地区优秀的物流公

司，专业从事物流、货运服务。在多年的物流、货运服务

中，公司拥有一支优秀的物流运输团队，在团队中每个员

工都具有丰富的经验，在全体员工的不断努力下,赢得广

大客户的信赖，公司的宗旨是“诚信服务”，竭尽所能为客

户提供完美的物流运输服务。

杭州艺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杭州艺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5 月，公

司位于浙江省大城市，人间天堂，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995 号 6 幢 218 室，注册资本为 30 万元，在公司发展壮大

的 4 年里，始终为客户提供好的产品和技术支持、健全的

售后服务，我公司主要经营服务：教育信息咨询，企业管

理咨询，成年人的非文化教育培训，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文化艺术活动策划等活动，

丽水市恒通市政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中国长寿之乡、中国椪柑之乡、中国竹炭之

乡丽水，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丽青路 179 号三楼，于

2015 年 源 月 27 日在丽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注

册资本为 1000 万人民币，在发展壮大的 4 年里，公司始

终为客户提供好的产品和技术支持、健全的售后服务，公

司主要经营园林绿化工程、城市道路绿化工程、景观工

程、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园林绿化养护，花卉批

发、零售，物业管理，市政工程设计、施工。

杭州炬沁装饰有限公司
杭州炬沁装饰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施工、主材、

配料及售后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装饰公司。公司技术力

量雄厚、设计时尚、施工精湛。有用心的能人巧匠与专业

的装饰设计师，有专门的施工队伍和完善的售后服务，确

保施工绿色环保，安全文明，真诚为每一位业主，量身定

制规范均好、高品质的环保之家。全力为客户创造具有特

色的、绿色 环保、惬意舒适的居住环境。以“业主利益高

于一切，急业主之所急，想客户之所想”的经营理念，赢得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并以其在市场上的优势，成为装

饰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苏杭情

浙江唐师傅家具有限公司

潜心筑基十年 精品引领未来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东阳市

九亘建设有限公司近年来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增长态势。

但与此相对的是，随着国内工程建设规模越来越大，建筑

行业作为传统行业的代表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有感于此，

九亘不断学习实践国际先进施工管理理念，探索适合于

中国市场环境的工程项目管理模式。公司凝聚了一大批

高素质、追求卓越的行业管理专才，具有丰富的工程项目

管理服务能力。九亘成长至今已经过去了 9 年，其间，他

们明白了只有坚持为客户提供潮流前沿的建筑设计、优

质的施工质量、先进的技术支持、健全的售后服务，才能

有美好的未来。

九亘主要经营房屋建筑工程、道路桥梁工程、市政工

程、水利水电工程等，曾荣获“浙江省重质量诚信服务

AAA 级单位”、浙江省文明建设施工单位”等诸多荣誉。

在十周年来临之际，九亘大力弘扬“诚信阳光，和谐

创新”的企业精神，形成了以诚信为根本、以奉献为己任、

以和谐为核心的企业服务理念，秉承让建筑成为经典，让

经典成为永恒的宗旨，并以此引领企业未来。在未来的日

子里，九亘建设将继续与时俱进，锐意改革，不断超越，为

实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发展而努力奋斗！

渊包心林冤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