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坊 播报

2016 年 10 月 25 日 责编 郭璐娟 美编 阎嗣昱

AⅡ·14

醉酒榕城

1919 合作大会在福州召开

1919 打造新零售第一品牌
□记者 霍坤峰 文 李素莉 摄影

10 月 17 日，1919 合作大
会 在 福 州 举 行 ，隔 壁 仓 库 、
1919 快喝、品牌商城、门店招
募、战略商品五大板块，分别
发布最新数据与规划。据悉，
于今年 3 月与百度糯米签署战
略、5 月正式上线的专注餐饮
终端酒水供应链服务的“隔壁
仓库”，仅上线 3 个月，用户超
2 万，交易额破亿。发布会上，
隔壁仓库又重磅推出城市合
伙人项目，将在今年招募——
城市合伙人，实现 10 万用户，

10 亿流水的业绩。
依托 1919 强大的 O2O 平
台，1919 快喝已在 400 多个城
市实现 19 分钟立即送服务，而
随着门店及隔壁仓库城市合
伙人项目的推进，覆盖城市将
继续扩大。作为 O2O 最为关
键的线下门店板块，1919 由速
度转向质量，开始着力解决快
速发展过程中遗留的问题。
活动现场，1919 拓展合作中心
总监吴忠，现场推广从全国各
城市严格筛选的旺铺，并从选

址、开店、管理三大方面阐述
1919 门店制胜的秘诀。
酒类行业的天猫-1919 品
牌商城也再次在会上亮相，
已拥
有巨大流量的 1919 品牌商城，
其具备的产品打造能力不容小
觑。1919营销管理中心总监夏
捷讲，
“仅需 1000 元保证金，
即
可入驻 1919 品牌商城，0 成本
运营，
却能销售过百万人。
”
备受外界关注的 1919 战
略品项目也再次发声，从发布
到合作大会，仅仅两个多月，
就 已 实 现 近 300SKU，仅 剩
400 余个 SKU。依托 1919 强
大的 O2O 平台，有着 1919 快
喝 、隔 壁 仓 库 带 来 的 巨 大 订
单，对于战略商品，1919 在会
上对外公布，对于合作的战略
商品，
将采取包销制。
1919 展现如何搭建新零
售的同时，再次迎来全国的战
略合作伙伴。汾酒、金巴里、
青岛啤酒与 1919 签署战略协
议，将在供应链上进行深度合
作，
共同开辟新零售新世界。

中粮名庄荟进口啤酒论坛举行

□记者 李素莉 文图
10 月 18 日，以“全明星的
力量”为主题的中粮名庄荟进
口啤酒高峰论坛在福州举
行。活动现场，中粮名庄荟公

布了基于中国首席进口酒产
业 链 整 合 平 台 定 位 的
“133356”大 战 略 ，同 时 宣 布
2017 年的战略目标是成为中
国进口啤酒行业第一、中国首
席进口啤酒运营商。此外，中

粮名庄荟还举行了进口啤酒
全明星队首发仪式，来自六大
核心产酒国的 11 大进口啤酒
明星品牌一同亮相。
活动现场，中粮名庄荟国
际酒业总经理李士祎首度披
露了中粮名庄荟进口啤酒业
务一年来的成绩单。
“ 一年来，
我们的进口啤酒销量同比增
长 1500%，合作的进口啤酒产
酒国从 1 个增加到 6 个，品牌
从 5 个增加到 25 个，客户数量
达到 300 家。”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签约
仪式，中粮名庄荟分别与德国
费尔德堡和丹麦威斯蒂芬两
大品牌签约。丹麦威斯蒂芬
总裁 Poul Mark 表示，威斯蒂
芬看好与中粮名庄荟的合作，
相信双方的牵手将在中国进
口啤酒领域创造不俗的成绩。

新创峰会彰显创造价值

□记者 李素莉 文图
10 月 20 日，由全国糖酒商品
交易会办公室主办，九石天使会、
新食品杂志社、糖酒快讯网联合
承办，吉林大清鹿苑保健科技有
限公司协办，战略合作伙伴新浪
网全程支持的主题为“彰显创造
价值、树立行业典范、引领财富未
来”的第 95 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
会“创领产业新经济——中国酒
类食品产业新创经济领袖峰会”
在福州国际海峡会展中心二楼多
功能厅举行。
在 2016 酒类食品产业转型
升级发展之年度，层出不穷的产
业新创经济模式为传统而又厚重
的中国酒类食品行业增添了无穷
的活力，并在推动行业发展层面
浓墨重彩地发挥着重要的主导力

和驱动作用。为此，
“创领产业新
经济——中国酒类食品产业新创
经济领袖峰会”设立了
“2016 年度
中国酒类食品产业十大新创经济
领袖人物”奖项，在组委会、评审
团专家评委和食品行业广大企业
家、经销商们的共同努力和热情
参与下，历时两个多月的评选，行
业内的十大新创经济领袖人物最
终出炉。
在本次峰会上，活动组委会
还专程邀请了中国财经学界新一
代领袖人物、经济学博士、产业经
济学博士后马光远，中国传媒大
学特许与专卖商品研究中心主
任、国内首位品牌整合营销专家
刘国基，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
里巴巴零售通事业部总经理林小
海等不同领域的国内知名权威专
家做了专题演讲。

首届百泉春寿酒文化节
暨迎宾封坛大典仪式举行

贵州国台酒业创新股权激励机制

□记者 李素莉 文图
10 月 20 日，贵州国台酒
业在福州川捷高尔夫俱乐部
温泉酒店举行的“股权激励、
厂商联盟，国台共创共享财富
分享晚宴”，成为席卷糖酒会
的厂商合作创新盛举，引发行

业极大关注。
贵州国台酒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春新表示，来自中国
的超商 500 人齐聚一堂，共同
见证国台股权激励及国台标
准年度老酒暨国台异地珍藏
酒窖项目重大发布！
与此同时，国台酒业分别

与绍兴令壶冲酒业有限公司、
龙岩国台酒窖有限公司、重庆
陈藏酒类销售有限公司、无锡
好万家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异地
酒窖合作项目，每家年度合作
至少 100 吨中高端国台酒；并
与国台酒窖藏系列运营商、淮
安惠高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峰
训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福
建宏峰来有限公司进行了签
约，每家首单皆在 200 万元以
上，现场实现签约额3亿元。
本次国台股权激励计划，
也是国台酒业在中国酒业深
度调整时期的一次创新，是从
顶层设计到产品规划，从营销
模式到投入回报，从短中长期
的招商计划暨上市目标的如
期实现到上市后的持续发展
规划都将清晰呈现国台与各
位合作伙伴共创共享共赢的
真心实意。

□记者 宁甜 文图
10 月 18 日，由河南省酒业协
会主办的首届百泉春寿酒文化节
暨迎宾封坛大典仪式在百泉春太
行酒城启动。河南省酒业协会会
长熊玉亮，河南省酒业协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蒋辉等行业专家领导
及 400 多家经销商代表共同见证
了这次盛典。
据了解，在此次封坛大典中，
封坛的四款美酒分别是 65%vol、
60% vol 洞 藏 年 份 原 浆 酒 、52%
vol、46%vol 洞藏年份酒（2008），
均经过九年的洞藏修炼，磨砺出
醇化老熟的独特品质。截至 10 月
18 日 18 时，百泉春寿酒封坛交易
额达到 846.77 万元。由于封坛首

日客户多，许多消费者拿着现金
没来得及封坛，封坛活动将持续
到 10 月底。
河南省百泉春酒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明新表示，百泉春酒业
经历了近六十年的岁月风华，逐
步做强做大，打造出了拥有峪河
曲酒生产基地、方山洞藏基地、太
行酒城酒体研发及灌装基地为一
体的百泉春酒黄金金三角，为豫
满中国增添了厚重一笔。
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
表示，百泉春是河南省白酒骨干
企业之一，曾多次被评为河南省
十大名酒。百泉春酒业举办寿酒
文化节和迎宾封坛庆典活动，进
一步彰显豫酒文化的力量，进一
步提升豫酒企业的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