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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25日，泸州老窖集团在成都召开国窖
1573经销商中期营销工作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国窖
1573经销商及媒体嘉宾齐聚成都。本次会议上，泸州
老窖集团公司宣布对国窖1573价格做出重大调整：其
中52度国窖1573经典装市场零售价从1589元/瓶调整
为779元/瓶，团购价调整为680元/瓶，大幅度调整价格
的目的在于促进经销商动销，抢占市场份额，从而提高
销售效益，推动国窖品牌全面、可持续发展。泸州老窖
集团董事局主席谢明、总裁张良等公司领导出席了本次
大会。

泸州老窖集团公司领导谢明、张良在会上做了重要
部署。国窖1573一直坚持公司既定品牌战略，把握市
场变化的脉搏，根据现在市场环境的最新变化，调整市
场价格。前期产品价格的上涨是为了提升品牌高度，现
在结合市场状况大幅度降价是为了促进动销，提高国窖
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体现了企业长线布局、适时调整的
灵活战略决策。与会的行业专家指出，从涨到降，是泸
州老窖按照既定品牌战略，将前期积累的势能转换为动
能的战略举措，也是泸州老窖为适应市场需要，促进动
销，牢牢把握住品牌基调的自信表现。

会上，有行业人士表示，从当前的整个白酒市场及

国窖1573的品牌定位来看，国窖1573窖池的稀缺性，
酿酒技艺的传承性，以及有机糯红高粱的高品质都决定
了国窖1573的高贵品质。目前，国窖1573需要有适当
的价格让消费者和企业的需求都得到共享、共生、共
赢。虽然泸州老窖顺应消费环境变化对国窖1573价格
做出调整，但国窖1573的品质和稀缺性是客观存在的，
暂时的降价不影响未来价格的上涨。

泸州老窖拥有我国建造最早（始建于公元1573
年）、连续使用时间最长、保护最完整的1573国宝窖池
群，1996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成为行业首家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预备名录”；2013年3月，泸州老窖1619口百年以上
酿酒窖池、16家明清酿酒作坊及三大天然藏酒洞，一并
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泸州老窖酒传统
酿制技艺”作为川酒和我国浓香型白酒的唯一代表，于
2006年5月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至此，泸州老窖成为行业唯一拥有“双国宝”的企业，文
物数量和类别居行业之首。这一切都为国窖1573提供
了不可复制的品质基础。

保持限量3000吨，国窖1573正是秉赋了这些世界
级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双重品味”，被誉为“活文物

酿造，能喝的古董”，代表了中国白酒的巅峰之作。已故
酒界泰斗周恒刚曾这样高度评价：国窖1573就像一个
美人，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恰到好处，无可挑剔,是
世界蒸馏酒工艺的“活文物”见证。2000年，在国窖
1573品鉴会上，周恒刚、沈怡方等酒界泰斗，将国窖
1573推荐为中国白酒鉴赏标准级酒品。

基于国窖1573系列产品的品质和稀缺性，与会者
对销售策略调整后国窖产品销量的迅速提升抱有极大
信心，也高度认同公司在市场变化关键时期，顺应消费
环境变化做出的战略调整举措。分析人士指出，从去年
国窖涨价进一步塑造超高端品牌形象，彰显出“浓香鼻
祖，王者归来”地位的历史性回归，到现在进入白酒行业
调整期，泸州老窖开始调整国窖价格，让更多消费者能
够以更低的价格喝到国窖1573，这都是泸州老窖品牌
战略充分适应市场的表现。从涨到降的适时调整，有利
于进一步提升和扩大“金字塔尖”产品的销售业绩，促动
销从而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给上市公司股东及经销商
带来更加丰厚的利润。而随着市场环境的深入调整和
变化，暂时走低的国窖1573价格也有可能再度走高，因
为国窖1573从品质、文化到稀缺性都具有当之无愧的
超高端地位。

顺应市场 灵活转身 泸州老窖下调国窖价格
——国窖1573经销商中期营销工作会议在蓉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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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5370534元
和81775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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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注总额为 183837153元,929910085.6元奖金滚
入下期一等奖奖池。

据新华社电 记者30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利用价
格杠杆促进电动汽车推广应用，对经营性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
实行价格优惠，执行大工业电价，并且2020年前免收基本电费。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下发《关于电动汽车
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确定对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用
电实行扶持性电价政策。

《通知》明确，居民家庭住宅、住宅小区等充电设施用电，执
行居民电价。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用电将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
策。

《通知》提出，要按照确保电动汽车使用成本显著低于燃油
（或燃气）汽车使用成本原则，合理制定充换电服务费。在充换电
设施经营企业向用户收取的电费、充换电服务费这两项收费中，

电费按照国家规定的电价政策执行，充换电服务费由地方按照
“有倾斜、有优惠”原则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2020年前，各地要
通过财政补贴、无偿划拨充换电设施建设场所等方式，积极降低
运营成本，合理制定充换电服务费，让消费者得到更多实惠，增强
电动汽车竞争力。今后，根据市场发展情况，充换电服务费逐步
通过市场竞争形成。

《通知》还强调，将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配套电网改造成本纳
入电网企业输配电价，电网企业不得收取接网费用，减轻电动汽
车用户负担。

发展改革委表示，采取积极政策措施支持电动汽车发展，对
于缓解我国能源和环境压力具有重要意义。《通知》的下发，将有
利于降低电动汽车使用成本，在鼓励消费者购买使用电动汽车、
促进电动汽车推广应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本报讯 7月30日，郑州中院通过网络，对被执行人河南来美
鑫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4333万股银行股股权进行拍卖，
最终该拍品以7402万元成交，这也是我省法院全面启动网络司
法拍卖工作后，标的额最大的一宗股权拍品。

据了解，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诉河南来美鑫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河南海文置业有限公司、郭松涛、郭俊涛借款纠纷一案，
郑州中院于2014年1月6日，作出了民事调解书，确认四被告需
向原告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偿还本息7115万元。

因河南来美鑫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等四被告，在双方约定的
期限内未能履行调解书所确定的法律义务，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向郑州中院申请强制执行。

郑州中院依法查封河南来美鑫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其持有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1000万股股权，持有周口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3333万股股权。

经法院依法委托评估，并进行网络司法拍卖。前两次拍卖均
因无人竞买而流拍。本次为了保证拍卖的成功，法院把4333万
股的银行股票分成1000万股、1000万股、1000万股、1333万股，
共4件拍品拍卖，降低竞买人的金额门槛，让更多有购买能力的
人和公司能参与网络拍卖。

上午10时，总起拍价7399万元的4333万股份，经过9家竞
买人多次竞价，最终该批股权以7402万元的价格成交。

线索提供 薛永松 冯立

本报讯 记者从工信部门获悉，中国
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联盟（以下简称联
盟）昨日在北京成立，河南三家企业获试
点奖励。

昨日上午，由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工
信部、互联网协会、中国电子学会等单位
发起的联盟在北京成立。我省的向心力
通信技术公司、回家软件公司和思念食品
等三家企业被确定为工业和信息化融合
试点企业。

据了解，为加快推进“两化”深度融
合，2014年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评
审中国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试点企
业。全国申报近2000家企业，最终评选
出23家中国互联网工业和信息化融合试
点企业，每家企业获得国家试点奖励资金
50万，这其中就包括上述我省三家企业。

河南省工信厅信息产业处处长樊二
刚说：“以上三家企业依靠基于互联网的
商业和技术创新融合现有工业产业发挥
自身优势带动产业发展，具有示范作用。
对于国家重点关切的经济结构调整及产
业升级具有重大意义与深远影响。”

创新“两化”融合
河南三企业获奖励
□记者 魏浩

4333万股银行股权最终以7402万元成交

我省网络司法拍卖成交最大标的额拍品
□记者 韩景玮 实习生 王正星

发改委出台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扶持政策

确保电动汽车使用成本低于燃油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