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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业快讯

酒市短波

11月 15日，“传承大道，
回归自然”，新食品杂志社·贵
州青酒集团2014开启大众品
质酒新时代暨贵州青酒集团招

商财富会在河南郑州中州国际
饭店召开。来自洛阳、新乡、南
阳、商丘等地市的百余名主流
酒商莅临本次会议。河南省酒

业协会会长熊玉亮、青酒集团
省区经理田德超、新食品杂志
社河南站周新谟分别致辞，对
前来参会的各级经销商表示欢
迎，并就酒业调整期内生态洞
藏青酒的特色和市场机会进行
了深入沟通。

贵州青酒集团经销公司常
务副总章雪峰（如图）首先发表
了“贵州青酒产品差异化定位
优势讲解及市场政策“主题演
讲，对青酒的历史演变及企业
的产品定位和布局发表了激情
演讲，受到与会经销商热烈欢
迎。

章雪峰表示，喝杯青酒，交
个朋友。感情长久，还是青酒，
这是青酒内在的情感诉求，早
已深入人心。特别是港星刘青
云十五年为青酒真诚代言合

作，创下国内酒企的先河。这
更是公司信誉、实力、信心的保
证。”章雪峰也充分表达了对青
酒在河南市场上的信心。“得中
原者得天下”，河南是青酒集团
的重要核心市场，青酒将加大
河南市场投入力度，采取立体
化全方位宣传策略，为合作客
户做好坚强后盾。

随后，北京盛初咨询公司
高级咨询师杨大玉发表了《行
业新形势下的经销商应对策
略》精彩讲座，其丰富的案例和
实战讲解和精彩观点赢得参会
经销商的掌声，也鼓舞了经销
商对未来市场的信心。

当晚举行了大型青酒之夜
厂商联谊品鉴会，参会经销商
品尝了洞藏青酒，欣赏到精彩
的文艺节目。

□庄晨

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OIV)
主办的第3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
大会，于11月9日至14日在阿根
廷酒乡门多萨举行，该组织总干事
让 - 马 里 奥 兰 德 (Jean-Marie
Aurand)在工作报告中指出，2013
年全球葡萄种植总面积为751.9万
公顷，2013年全球葡萄总产量达
7.51亿公担，2014年全球葡萄酒
总产量预计可达271亿升(不含葡
萄果汁和未发酵的葡萄汁)，2014
年全球葡萄酒消费量预计可达
243亿升。

报告称，在过去10年的全球
葡萄酒市场，产量增长了40%以
上，消费增长了30%。葡萄酒市场
亦呈现越来越国际化的趋势：
2000 年全球葡萄酒消费量中有
25%来自进口，2013年这一比例
增加到40%以上。另外，2000年
的葡萄酒消费量有69%的比例集
中在欧洲，31%的比例分散在欧洲
以外——其中美洲占20%、亚洲占
6%、非洲占 3%、大洋洲占 2%；
2013 年欧洲的消费比例降为
61%，欧洲以外的消费比例则升为
39%——其中美洲占23%、亚洲占
10%、非洲占3%、大洋洲占3%。

第3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
会主题为“南半球葡萄酒产区：知
识与自然的汇流”。本届大会吸收
亚美尼亚成为国际葡萄与葡萄酒
组织(OIV)的第46个成员国。

11月8日至10日，为期
三天的“河南首届白酒包装
工、制曲工职业技能鉴定及比
赛”在三门峡渑池县成功举
办，河南省内各区域白酒企业
生产单位百余名从业人员参
与。仰韶酒业成装部员工张小

红，制曲车间员工黄文婷分别
以96.8分和88分的优异成绩
摘得包装工、制曲工竞赛桂
冠。这是继去年“仰韶上甑
法”获得省内白酒装甑赛冠军
之后，又一次在生产技能上历
史性的突破。

此次活动本着“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分基础及专
业知识培训和理论考试及实操
考核两大模块进行。无论是理
论考试还是实操竞技，都真实
反映出每一个参赛选手的实际
水平，更体现出参赛选手在日

常包装、制曲过程中的工作状
态。此次比赛对于提高企业自
身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
白酒制造行业技术含量高的特
有工种水平意义重大，也为豫
酒企业相互交流、学习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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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朋友新车不限里程67641616

●专业回收报废汽车、办理报

废汽车手续13643833924
●一飞租车车新价优60277555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求购二手车
●急购新旧汽车15237155577

设计施工
●专业设计制图施工办公楼
医院酒店KTV别墅13903710882

●李丽预算标书15837190386
●装修钢构贰级13937102710
●加固改造拆除15537123682
●办公店面商场55695655价优

●精品效果图施工图60965673

●工程预算18137336720半价

●雕刻发光字厂13073726275

装修装饰

●办公酒店别墅家装66618555
●专业设计施工办公楼、酒店

KTV，别墅0371-55610878

出租仓库厂院

●龙湖厂仓10000㎡15838021635
●●厂房库房出租15713870691

●仓库厂房出租13333852588
●高新区办公、宿舍、教学楼、

仓库，可分租 15890697377
●低价出租厂房13598839078
●嵩山路南四环大型钢结构

厂房仓库 13213115283

●杨金园区厂仓15838176383
●钢构厂仓出租18638120682
●荥阳建设路 10亩地租售有

水电手续齐全15515521555李
●北四环东段标准厂房仓库

出租 13673661085
●江山路钢构院13903850826
●郑开大道高速口军区农场3
万平大型仓库 15838224264
●南四环仓库 15937121006

房地产中介

●郑州海洋不动产 66666696

出租招租

●陇海路兴华街前后楼现房

3万㎡可注册分割13525515567
●中牟厂房出租13213190932

●西三环 800㎡13592599620
●花园路纬五路西一、二层临

街商铺 1400㎡ 13014501908
●中牟五通一平土地招租120
亩交通便利 13703799978
●建设路2千平米大型商铺出租

适合饭店 18939262127
●西四环1万3千㎡招租4S店
厂房酒店仓库 18738195081
●龙湖107国道汽车销售场地

招租 18538571022

●汝河路秦岭路厂院内平房

可做仓库、办公 13838527206

房地产
●整院2640㎡售18137181911
●转汴别墅5000/㎡13949048978

家政服务

●修热水器66399328水电疏通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培训后保姆月嫂65930584
●满意月嫂育婴保姆63882177
●和谐月嫂保姆保洁66281072
●佳宜保姆陪护15838183712
●好帮手保姆保洁65942095

●鸿基梦家政●全国连锁

86111371●63521082
●65920177三和家政60332996
●修脚上门服务13598057195

55555561居家易

转让

●丹尼斯家居转18638510333

●转惠济区正生产速冻厂设

备手续齐全15936235880
●大型量贩KTV急转开封市

中心生意火爆15738851219
●玉凤路旺铺转13673369020
●急转品牌女装13837110903

招商

●实时到账0.3%网络POS机，

银联移动POS机18603715350
●广东讯达电梯低价入市招

总代项目合作15617699399
●全峰快递加盟13783595572

●北京二锅头散酒坊

正宗国营 中华老字号

400-006-1163www.egtjf.com
●侣通快递招商15638817058
●视力矫正加盟18637193648
●小实头烤猪蹄4000088953

信息窗口

●专业火锅桌13273025963

软件网站

●专建营销型网站56712363

●微信商城淘宝装修65758310
●定制营销型网站56683330

寻人启事

●张汪洋，男，32
岁你离家后,父母

妻儿都十分挂念,
请速与家人联系

18638882238提
供线索者定重谢。

让饭店酒吧

●●位佳饭店转让15713870697

●转经七路红专路口营业中精

装火锅店18135775007陈
●转淮河路营业中饭店700㎡
新装修配套齐13526612567

贵州青酒集团2014招商财富会在郑州举行

贵州青酒加快河南布局

技能竞赛仰韶获两项冠军

第37届世界葡萄
与葡萄酒大会举行

□记者 霍坤峰

□记者 李素莉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