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玉友

日前，浙江乌毡帽酒业有限公司在美丽的

黄浦江畔“上海浦东香格里拉酒店”举行乌毡帽

“绿水青山”系列黄酒华东地区上市首发仪式，

出席本次活动的领导和嘉宾有：华东地区六省

一市经销商代表、行业协会代表、媒体界朋友等

共计 300余人。活动分为“爱上绿水青山”和“品

位金山银山”两大篇章，气势宏大，场面壮观。

爱上绿水青山
梦幻般的 3D 舞蹈开启了整场发布仪式

的序幕，优美的舞者配合 3D 灯光科技，在层

层水珠环绕下，美轮美奂，将现场嘉宾带入了

水的世界。

乌毡帽酒业总经理吴烈虎上台发表了热

情洋溢的致辞。安吉境内生态环境优美，山水

资源丰富，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和“山净

水净气净”之地，也是众多外地游客向往的度

假圣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十多年来，

安吉人一直不懈努力地保护绿水青山。好山好

水酿好酒，乌毡帽正是有这样的水源作为保

证，才成就了今天“绿水青山”系列黄酒的特

有口感和卓越品质。

吴烈虎表示，“绿水青山”金山和银山产品

的问世，是公司聚焦大单品战略和产品线升级

迭代的又一次生动体现。乌毡帽酒业自成立以

来，一直以挖掘用户潜在需求和创造差异化价

值为引爆点，遵循“创新、升级、迭代，再创新、

再升级、再迭代”的发展轨迹，从第一代的生态

系列黄酒到第二代黄酒行业经典明星产品(冻
藏冰雕)，再到今天的“绿水青山”系列黄酒，这

是持续聚焦的更新换代过程，对公司产品战略

重构和品牌化布局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可以

说，“绿水青山”系列黄酒代表着乌毡帽黄酒已

进入 3.0 时代。未来，公司将在主品牌“乌毡

帽”的基础上，着力打响“冻藏冰雕”和“绿水

青山”两大子品牌，运用精准的营销策略，构建

“1+2”战略性品牌体系，为广大消费者创造独

一无二的用户价值，同时也为整个黄酒行业的

升级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吴烈虎最后向每一位新老朋友发出邀请，

诚邀大家有机会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的诞生地(安吉)来做客。并希望与大家继

续保持密切合作，一起携手精耕渠道，共同推

广“绿水青山”，共同收获“金山银山”。

上海浩泽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宫剑代表

经销商发言，宫总介绍了与乌毡帽酒业风雨同

舟的合作历程以及目前乌毡帽产品在上海蒸

蒸日上的发展态势，并对“绿水青山”系列黄酒

充满信心和期待!
仪式上还穿插了歌曲《中国最美是安吉》

演唱和产品走秀表演，优美的旋律和意境，让

人陶醉于安吉绿水青山之中;模特们优雅的表

演，尽显产品的高端颜值和高贵气质。

来自浙江大学的何国庆博士以“佳酿出

处、必有好水”为主题，用具体数据解析了好山

好水与好酒之间的必然关系。

品味金山银山
乌毡帽酒业营销副总张传伟作新品推荐，

张总讲述了产品背后的故事，同时从用户、产

品、价格、渠道、推广五个方面介绍了具体营销

思路。

启动仪式是此次首发式的重头戏，公司总

经理吴烈虎与来自华东六省一市的经销商代

表以及特邀嘉宾一起，在现场所有来宾的共同

见证下，同时按响了启动按钮，标志着“绿水青

山”系列黄酒将从这里起航，正式走进华东六

省一市的每一条大街小巷。

会稽山股份总经理、乌毡帽酒业公司董事

长傅祖康致祝酒词。傅总对绿水青山新品成功

发布给予了高度肯定，对未来前景充满信心和

展望，并向所有嘉宾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

好的祝福! 在融洽、欢腾的气氛中，傅总与所有

来宾共同举杯，共饮“绿水青山”，现场气氛达

到高潮。

乌毡帽酒业始创于建国前成立的“永绪酒

坊”，半个多世纪以来，得益于公司所在地(安
吉)得天独厚的酿酒资源，以及一代代酿酒人

的薪火相传，让乌毡帽酒业走上了今天稳步发

展的道路，尤其是近十年来，公司一直秉持“守

正创新、与时俱进”的产品开发理念，在中国黄

酒行业脱颖而出，实现较快增长，公司于 2015
年纳入上市公司会稽山序列后，技术装备、创

新能力、管理水平等综合实力再上新台阶，品

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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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二峨”商标三易其主 筲“花生效应”下的10亿注资 筲不追求颠覆性的市场突变

日前，四川宜宾国美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百人计划”新招大学生座谈会在公司金色大

厅五楼会议室圆满举办，活动开启了国美酒业

人才强企———“百人计划”的序幕。国美酒业集

团董事长武玉杰，宜宾国美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柳加润以及四川轻化工大

学 27 名应届大学生参会，会议由柳加润主持。

会上，武玉杰董事长发表重要讲话，他首

先对 27 名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表示祝贺，并

对加入国美酒业集团这个大家庭的新同事们

表示热烈的欢迎。

武玉杰董事长向新同事们介绍了企业总

体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讲述了公司凭借悠久

的酿酒史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优势，以文化

为基石、以匠心酿美酒、以质量树品牌、以创新

促发展的经营模式，分享了自己创业经验和经

营理念。同时，要求大家在工作中学会自我修

行、追求创新务实，实干中锻炼真本事、贯彻知

行合一，用匠心和信心对待工作、实现人生价

值。勉励大家无论在哪个岗位，都要从善如流、

敬业奋进。希望他们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培养

大局意识，成长国美酒业集团的骄傲。

随后，参会新同事逐一进行自我介绍，分

享入职体会，其中游传杰、张雨作为代表进行

了发言，共同表达了全心全意为公司发展贡献

力量的决心，并对公司和个人未来的发展充满

了信心。

接着，公司领导详细介绍了集团 8 大板块

业务，对入职培训工作的要求进行了具体讲

解。

本次座谈会的圆满结束，不仅体现了公司

对新招大学生的重视，更有利于增进新同事对

企业的了解，为迅速适应新环境奠定基础。

人才强则企业强，优秀的人才是助力公司

发展的崭新力量。国美酒业高度重视人才的培

养，在大力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坚定不移实

施“百人计划”人才强企战略，狠抓人才队伍建

设，用高素质人才助推公司长远发展，提高企

业竞争力和影响力。 渊企宣冤

近日，安徽迎驾集团助学建校、脱贫攻坚

捐赠仪式在霍山县政府举行，县领导项跃文、

张守锐、王光军、张润芝、纪昌国，集团公司领

导倪永培、程培华，迎驾慈善基金会领导张平、

张华等出席捐赠仪式。

会上，集团总裁倪永培与县委副书记、县

长候选人张守锐签订了佛子岭镇中心学校迁

址升级改造工程项目捐赠协议;迎驾慈善基金

会理事长张平与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但修

胜签订了迎驾扶贫专项资金捐赠协议。据介

绍，迎驾此次捐赠人民币 3500 万元，用于佛子

岭镇中心学校迁址升级改造，将其建设成霍山

县第一所公益寄宿制学校，解决山区学生上学

难题;捐赠人民币 1500 万元扶贫专项基金，以

支持霍山县扶贫事业发展。

倪永培总裁指出，迎驾的发展壮大离不开

家乡人民的支持，支持霍山发展是企业应尽的

社会责任。因此，多年来，迎接始终秉承“一杯迎

驾酒温暖一座城，一瓶剐水滋润一方心”的责任

担当，积极投身慈善公益事业。此次捐赠 5000
万元，就是为了推进地方教育事业发展、助力霍

山脱贫攻坚工作的圆满结束。他表示，随着新时

代的到来，霍山工业、农业以及教育等全面发

展，霍山的建设一定越来越好，霍山人民的生活

水平一定越来越高，为美好生活夯实基础。

县委书记项跃文对迎驾兼济天下的家国

情怀、天下己任的大爱情怀表示感谢敬意，对

迎驾慷慨捐资的崇高义举表示感谢。他表示，

迎驾作为全县企业的杰出代表，不仅为全县经

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更是积极主动支持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为全县企业投身慈善公

益事业做了表率、树了典范。他希望各级各部

门心怀感恩之情，全力以赴支持迎驾发展，用

心搞好服务，齐心协力助推迎驾贡酒香飘万

里、名扬四海。

据悉，作为中国白酒生态酿造领军企业，

迎驾在追求发展、创造财富的同时，积极履行

企业的社会责任。2014 年，迎驾发起成立了迎

驾慈善基金会，围绕助教、扶贫两项重点工作，

积极开展慈善救助活动。围绕教育事业，迎驾

在省内外 20余所省级示范中学及单位设立了

“迎驾教育基石工程奖”，每年投入 600 余万

元，用于奖励优秀教师、学生;围绕脱贫事业，

迎驾先后在霍山开展了“慈善扶贫双百行”、产

业脱贫等项目，使贫困群众生活明显改善，受

到广泛好评。 渊企宣冤

宋河粮液
四大战略单品升级发布

时隔一个月，继宋河酒业中高端旗舰产

品国字宋河盛世品牌荣耀发布之后，宋河酒

业又迎来了腰部产品重要力量：宋河粮液四

大战略单品的升级和秘藏 12 号、秘藏 16 号

两款新品的盛大发布。未来宋河粮液将聚焦

四大战略单品，即：金品宋河粮液、秘藏宋河

粮液、宋河粮液 1988和锦鲤添福。

红旗连锁
中选 30 吨茅台计划量

贵州茅台集团营销有限公司近日发布通

知，5 月份，公司组织人员对红旗连锁进行了

实地拜访，对红旗连锁提交的响应文件进行

了现场评审，确定红旗连锁为此次招商的中

选服务商，飞天 53%vol 500ml 贵州茅台酒

（带杯）计划量为 30吨，其他茅台系列产品按

照公司配比政策执行。

上海首发
青花郎·包机庄园游

日前，首场「青花郎·包机庄园游」从上海

首发，135 位青花荟会员及 VIP 客户从黄浦

江畔来到二郎滩头，深入郎酒庄园，沉浸式感

受郎酒的品质、品牌、品味。此后，郑州、广州、

深圳、杭州、南京、苏州等重点城市的青花荟

会员将陆续启航，开启专属的酱香探秘之旅。

当日「四大系列收藏酒」交接及授牌仪式

在郎酒天宝洞休闲度假酒店举行，11 位青花

荟会员分别将郎酒庄园·开元封藏纪念酒、百

年郎酒、连年有鱼、郎平代言郎酒特别纪念酒

等奢香藏品系列的高端酱酒收入囊中。

泸州老窖
携手谭盾推敦煌定制酒

6 月 19 日，“泸州老窖·国窖 1573+谭盾

《敦煌·慈悲颂》2020 巡演启动发布会”在长

沙举行。与此同时，泸州老窖·国窖 1573 还发

布了“品味敦煌”定制酒，希望以创新的形式

让世界深度“品鉴”到地道的中国味道。

现场，泸州老窖宣布，世界著名作曲家、

指挥家、《敦煌·慈悲颂》作者、国际知名音乐

大师谭盾出任品牌“艺术公益大使”，泸州老

窖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淼为谭

盾授牌。未来，双方将借助中国白酒与音乐的

跨界融合，共同演绎和传播中国文化。

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
延期中国区路演

记者从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获悉，经过

对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以及涉及的检疫

要求进行评估之后，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决

定将中国区路演活动，延期至 2021年 5月举

行。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表示，目前中国团

队正计划一系列线上和线下活动，以进一步加

强精品澳大利亚葡萄酒在中国的品牌形象。

通葡股份
第一大股东终止实施增持

通葡股份公布，公司近日收到第一大股

东吉祥嘉德出具的《关于提请终止实施增持

计划的告知函》。自增持计划实施以来，吉祥

嘉德积极筹措资金，鉴于目前资本市场环境、

经济环境以及融资环境等客观情况已发生较

大变化，经审慎研究，吉祥嘉德决定终止实施

此次增持计划。 渊综合冤

佳酿出处 必有好水
“绿水青山”系列黄酒华东地区首发仪式举行

捐资5000万 迎驾助力山区脱贫教育事业

宜宾国美酒业人才强企

“百人计划”新招大学生座谈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