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平洋海风吹来茅台香
“2018文化茅台走进澳洲”系列活动于5月27日至6月12日举行

核心提示 | 5月27日，茅台集团副总经理、习酒公司董事长张德芹率队抵
达南半球夜色最美的城市悉尼，开启“心驰世界 香誉澳洲——2018文化茅台走
进澳洲”系列活动。此次活动将持续到6月12日。

从2003年3月正式进入澳大利亚市场，到2013年最后一个周末首个茅台
专卖店在悉尼萨塞克斯街落成试营，再到茅台首次澳洲品牌文化推介会揭幕，古
老的中国国酒，在太平洋环抱的这片神奇土地上愈发迷人。

5月27日至6月12日，
茅台扬帆越洋，前往澳大利
亚，开启“2018文化茅台走
进澳洲”系列活动。今年恰
逢中澳建交 46 周年，也是
茅台进入澳大利亚市场15
周年。

从最开始只被当地华人
知晓，到日渐风靡澳洲主流
市场，茅台证明了地理差异
永不能隔断文明交往的强烈
愿望。以互通有无、共享繁
华为宗旨的世界贸易，一旦
开始就不会停止生长。而有
着150年历史的悉尼市政厅
百年纪念堂，已经做好了准
备向茅台敞开怀抱。

这是继2017年“香遇非
洲”之行后，茅台再次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品牌
文化推介活动。

茅台集团董事长、总经
理李保芳说，中国发出的“一
带一路”倡议为茅台提供了
展示中华文化的世界舞台，
经济全球化和大数据、“互联
网+”时代的背景，则为茅台
创造了走向国际、展示文化
自信的历史机遇。

在李保芳看来，用全球
视野布局文化传播，以文化
传播推进品牌建设，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相融合，茅台正倾力打造具
有中国特色和全球影响力的
世界一流酒业品牌。

这 让 人 不 由 得 想 起
1915 年茅台也是远渡重

洋，在旧金山参加巴拿马
万国博览会，第一次引起
世界的惊叹；又让人不禁
想起 2017 年 11 月 17 日，
茅台在开普敦国际会议中
心，同样以非凡魅力，倾
倒了金色非洲。

一位澳大利亚的青年在
电视真人秀里说：“我前两天
喝了中国的茅台，那感觉真
不一样。”喝茅台，在澳大利
亚，已经成为触碰古老中国
文化的独特方式。

畅饮如此桀骜不驯的烈
性白酒，需要勇气，但只要打
破最开始的踌躇，便会沉醉
于茅台的风情万种。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何尝
不是如此？

相隔辽阔的太平洋，无
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
易，中国都是澳洲非常好的
伙伴。旅游、矿业和教育，澳
洲经济的三大支柱，每一样
都和中国有密切关系。事实
上，中国已连续8年成为澳
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第
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
来源地以及最有价值的旅游
市场。

从2003年正式进军澳
洲市场，如今茅台酒已覆盖
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霍
巴特、圣灵岛与珀斯的众多
高端餐厅、机场免税店和酒
类专卖店。

据介绍，澳大利亚之外，
茅台酒的销售网络还覆盖
了新西兰、太平洋周边岛

国。2017年，茅台酒及系列
酒在澳洲市场的销售量已
达50吨。

这意味着茅台酒及系列
酒在澳洲，年销售量已经超
过10万瓶。茅台早已不再
局限于澳洲华埠，而成为风
靡澳洲主流市场的优质消
费品。

但是大洋洲仅仅占到了
2017 年茅台海外销量的
3.47%，这与茅台的期望相距
甚远。实际上，茅台酒已经
进入的26个“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增长率非常明显，沿
线销量占比达到全球总销量
的 18.91%。澳洲的提升空
间显而易见。

近年来，茅台遍访天涯，
从地中海到好望角，成为中

国品牌主动融入全球经济的
使节。

2018 年被认为是华人
赴澳移民200周年，华人为
澳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有超过一百万华
人在澳洲居住和工作。岁
月忽已晚，努力加餐饭，茅
台让离家远行的游子倍感
亲切。

但澳大利亚对中国依然
印象模糊，缺乏了解。茅台
是有着独特魅力的媒介，让
饱含时光之美的中国文化，
在馥郁的酒香中，充分得以
展现，让这片曾与世隔绝的
大陆看见，有一种文明价值
观，不同于丛林原则，始终
以善意对待世界，致力于天
下大同。

茅台此番赴澳举办品牌
文化推介会，显然是将其列入
了海外发展的重点市场之一。

据介绍，2015年，澳大
利亚茅台酒的销量增长了
43%。这个令人吃惊的增
幅，得益于茅台在营销上的
突破与创新，如通过社交媒
体，吸引不同年龄层、不同阶

层和不同背景的目标人群，
举办了圣诞鸡尾酒会、端午
节白酒品尝会，以李小龙电
影为题材，设计别具新意的
鸡尾酒大赛等。

茅台希望海外市场销售
份额能够达到10%以上。但
是酒类商品背后有着特殊的
文化消费逻辑，如何突破文

明差异，是摆在茅台面前的
挑战。

大洋环抱的澳大利亚，
距离中国和南极几乎一样
远。要让北半球最古老的动
物熊猫和南半球最古老的动
物考拉，在翠竹和桉树叶之
间作出选择，不太可能保持
一致。

据了解，茅台此次走进澳大
利亚，带去的将不仅是悠久的酿
酒文化，也不仅是饱含勇气的商
业开拓精神，更有重义轻利的价
值观和责任感。

茅台为澳大利亚带去两件礼
物，一是成立澳洲茅台文化交流
协会，二是与新南威尔士大学开
展长期战略合作，资助优秀的中
国籍优秀学生，促进中澳两国学
生交流与互通，为中澳两国培养
更多的商业领袖。

据悉，给中澳教育交流的支
持，已不是茅台在海外公益的
第一次发力。2017 年，李保芳
率队在非洲作品牌文化推介活
动时，还代表茅台出资45万美
元，在莫桑比克援建了一所希望

小学。
“‘天贵人和，厚德致远’是我

们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始终把责
任、担当作为企业发展、员工成长
的价值追求，”张德芹说，在中国，
茅台在上缴巨额税金的同时，也
像呵护眼睛一样呵护环境，并且
关注弱势草根，竭力帮助贵州大
山农民脱贫，帮助众多贫困家庭
学生上学，打造受人尊敬的世界
级企业。

相关数据显示，近十年来，
贵州茅台集团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已累计上缴税金170多亿美
元，并投入14多亿美元用于公
益慈善、精准扶贫、环境保护、
兴办教育、改善交通环境等各
个领域。

以打造全球酒业一流品牌为
己任的茅台，正倾力为中澳文化
交流架起别致的桥梁。

而澳大利亚有机会成为连接
茅台与西方主流市场的范本，进
而成为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

茅台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坚
定响应者。太平洋洋面上巨轮穿
行不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组成部分。

和昔日发现大洋洲的西方航
海者们热衷于发现贸易通道和占
有财富不同，来自中国的航海者，
始终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
学互鉴、互利共赢。这样的价值
观，被称为“丝路精神”。

公元十五世纪郑和七下西
洋，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李约瑟对
其评价说：“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
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
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他们全副
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
要塞。”

麦哲伦是太平洋的命名者，但
不是最早的航行者。郑和下西洋
时隔87年后，才有哥伦布发现新
大陆；93年后，达伽玛才发现新航

路；116年后，麦哲伦的船队才离港
出航。郑和的足迹散落在中国和
澳大利亚之间的广阔洋面上，在马
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尼有
三宝垄、三宝庙，之所以穿越时光，
被一代又一代人感念在心，正是

“丝路精神”使然。
而茅台本身也曾是内河港口，

深受贸易之惠。贸之本质，是为易
财，却在客观上推动了文化交流。
作为一家拥有2000多年历史，在
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成长，并在过
去20年间快速壮大的中国企业，
茅台的经历，证明了中国商道的强
大生命力，平等互利才是建立长远
商业联系的唯一途径。

在全世界最大、最深、边缘海
和岛屿最多的大洋上，一条最香
的航路上，有茅台的帆影点点。
人与人之间可以相隔马里亚纳海
沟握手，这是比“老死不相往来”
更美好的大同风景，如茅台集团
董事长李保芳所说：“因为彼此珍
惜，所以天涯若比邻。远隔重洋
也可以朝发夕至，所以我们是同
在一个地球同在一个时代的命运
共同体。”（戴世锦）

突破差异 澳洲葡萄酒与茅台激情碰撞

扬帆澳洲15年 茅台感觉不一样

天涯若比邻 让“丝路精神”源远流长

从地中海到好望角 茅台香遍天涯

发力公益 跨越重洋情义无价

AⅠ·092018年5月29日 责编 宁甜 美编 李庆琦 邮箱 dahejiufang602@163.com专题

正确的选择或许应该是，直
面因地缘距离生发的文化隔膜，
拥抱经贸往来带来的巨大利益。
理解很难，但不妨碍情谊无价。
求同存异，过好日子，这是推动全
世界共同靠近幸福的不二法则。

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企业从
中国市场获得丰厚回报。在墨尔
本外企聚集的KILDA街，一家当
地保健品生产企业在四年的时间
里营业额从 600万澳元飞涨至
7200万澳元，其中，中国市场贡
献了60%的份额；在中国的双十
一电商嘉年华中，澳大利亚一间
大型连锁药店营业额突破了一亿
元人民币。

巨大的中国、古老的中
国、富庶的中国、陌生的中国
……无论是哪一种中国印象，
都在全球化的热潮里，席卷而
至。要更好地理解中国，茅台
是值得深入观察的中国样本之
一。2013年茅台在澳洲设立首
个专卖店时，正值中国白酒行
业开启长达数年的深度调整。
彼时茅台集团全年销售额 402

亿，而到2017年，这个数字已
经变成了764亿元，几乎翻了整
整一倍。四年间，茅台经历了巨
大的挑战，率先从行业低迷中成
功突围，逆势上扬，创造了令全
球酒业瞩目的茅台现象，而今凭
借 1876 亿 元 的 品 牌 价 值 、
523.94亿元的单品年销售额、一
度突破万亿的股票市值，雄踞全
球酒业前列，并受到包括沃顿商
学院、BrandZ排行榜等全球著
名商业研究机构的强烈关注。

澳大利亚和茅台有很多共
同语言。澳大利亚是新世界葡
萄酒的佼佼者，有积淀丰厚的酒
文明。太平洋的温热海风，带给
澳大利亚和赤水河谷同样的雨
水，却酿制成两种美妙的美酒。

茅台是中国工匠精神的典
范。在绿意盎然的赤水河谷，茅
台坚守着世界上最复杂、最古老
的工艺：从投料到出厂，要经过
30道工序、165个工艺环节的锤
炼，每一瓶茅台酒，都至少经过5
年时光，以及调酒师的精心调制
和品酒师的苛刻筛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