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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酿美酒、上演三国风云、大打爱情牌

回眸 百届春糖趣味无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宁甜 文图

3月21日，一年一度
的全国春季糖酒会在成
都火热开幕。

“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今年恰逢第100届
春糖，在这样一个具有非
凡意义的节点上，来自世
界各地的酒企、酒商更是
铆足了劲儿在糖酒会上
夺眼球。

拼创意、原生态、酿
美酒、江南风、话爱情
……今年的糖酒会展台
设计之争也可谓百花齐
放，大河报记者带你一起
回顾糖酒会上的精彩时
刻。

拼创意
汾酒古法酿造工艺进展馆

3月 21日上午，距离糖酒
会开幕刚过去一个多小时，汾
酒的展位中已是人头攒动。

在这里，大咖云集！汾酒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秋喜，
汾酒集团总经理、汾酒股份公
司董事长谭忠豹，汾酒集团党
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杨建
峰，汾酒集团党委委员、董事、
汾酒股份公司副董事长、总经
理常建伟等公司高层领导全部
到场，共同见证汾酒开馆仪式。

在这里，一场别开生面的
酿酒仪式正在上演！来自汾酒
的三名资深酿酒大师，将汾酒
古法酿造工艺从1000公里之
外的杏花村搬到了展馆现场，
酿酒师傅一起敬天、敬地、敬先
祖，表达了汾酒人对大自然的
敬畏和汾酒历代先祖匠心传承
的感恩之心，带领观众走进了
一个神奇的酿酒世界。

在汾酒古法酿造工艺结束
后，不少观众现场品尝了还在
冒着热气的酒糟，以及以汾酒
为基酒调制的鸡尾酒，全方位
感受汾酒的独特魅力。

地域风
浙江民居吊脚楼都来了

青砖、黛瓦、拱门，还有竹
子，一家叫“难得糊涂”的酒企
展台，植入了徽派建筑特色。

“我们的酒厂在安徽，所以在打
造展台时，就将安徽的建筑特
色和酒进行了融合。”一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素雅清新的格调、复古的
牌匾，一家名为“塔牌绍兴酒”
的企业展台，俨然一个小型的
复古浙江民居，吸引不少观众
驻足。工作人员介绍，塔牌绍
兴酒是一家主营黄酒的企业，
酒厂就在浙江绍兴，所以就将
浙江民居风格作为主打，突出
自己的特色。

湖南酒鬼酒的展台，则是
独具特色的吊脚楼，将湘西特
色建筑刻画得淋漓尽致。现场
还不时进行苗鼓表演，吸引众

多观众前来参观。

上演三国风云
你是刘关张，我是魏蜀吴

成都，是三国时期蜀国的
所在地，在此次成都糖酒会
中，有酒企将三国风融入展
馆，上演一出糖酒会版的三国
风云。

在一家名为“干一杯”的
酒企展台前，有一位关羽打扮
的模特镇守展厅门口，展厅内
展示着“刘备”“关羽”“张飞”
的画像，充满浓浓的三国风。

一家叫做“三国”的酒企，
展厅的入口处竖着一个大型
的酒瓶，瓶身设计为三国时代
的服装元素，酒瓶上的“三国”

“赤壁之战”等字样非常醒目。
这家酒企展示的产品也

充满三国风，将三国时期的著
名历史人物造型融入酒瓶设
计。现场一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之前公司的产品都是常
规瓶型设计，融入三国人物设
计的三国酒，是第一次在糖酒
会亮相，前来咨询的客户不
少。

成都火锅搬到展馆
美酒、美食诱惑多

成都是著名的美食之都、
火锅之都。这不，不少酒企在
现场打起了成都火锅的主意，
上演着美酒、美食的诱惑。

在去年糖酒会中崭露头
角的凉露酒，今年联手成都本
土知名火锅店入驻，打造川派
火锅特色展台，不少参观者在
这里停留，边品尝地道的成都
火锅，边体验凉露酒“入口凉
又润，烈酒化春风”的感受。

无独有偶，一家名为“冰
青”的酒企，也将火锅搬进了展
馆，“吃火锅喝冰青“几个大字
很是醒目。走进这家展馆，仿
佛置身于一个缩小版的成都火
锅店，柜台里摆放着青梅酒，方
桌上面摆放着充满成都特色的
火锅。

招商人员告诉记者，冰青
的产品主要是果酒，冰镇过后

搭配火锅很适宜，这也是他们
第一次来到糖酒会的现场，已
经吸引了不少经销商的注意。

蓝天白云+烟雨楼台
既有原生态也有江南风

青花郎酒的展台设计可谓
匠心独具，记者看到，整个展馆
由大型的LED屏幕组成，循环
播放着蓝天白云的画面，展馆
内也是绿意盎然，绿植、翠竹等
元素随处可见，“敬畏自然，崇
尚科学，酿好酒”几个大字尤其
醒目，可谓全方位展现了一个
生态化的郎酒形象。

一家名为“汉台”的酒企，
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白色的
纱帘、身着轻纱的少女……展
台充满浓浓的江南风情。

一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之所以设计这样的展台，就是
为了与自己的产品呼应，汉台
名字的由来就是星汉灿烂、楼
台烟雨，将清新的江南风融入
产品的设计，希望吸引更多的
年轻人喜欢。

你谈情我说爱
酒企打出爱情牌

与往年的糖酒会相比，今
年的糖酒会不少企业利用展位

“发糖”，演绎浪漫的爱情故事。
一家名为南山庄园的葡萄

酒企业，整个展台的搭建为典
雅的白色系，展馆内两排长长
的木质桌子和高脚椅，仿佛是
一个小资的咖啡厅。在展馆的
醒目位置，坐着一对高颜值俄
罗斯情侣，时而举杯交谈，似乎
在向人们诉说爱情之美。

“一款见证爱情的酒”，一
家名为“青梅竹马”的酒企展台
将这个标语放在展馆的醒目位
置，展馆内的石子中铺有玫瑰
花瓣，甚至还种上了一株绽放
的桃花树，惊艳了不少人。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创始
人夫妇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
人，所以打造了这么一个象征
爱情的酒企，推出的产品名字
也都以爱情为主题，比如相伴
酒、齐眉酒、喜宴酒等。

酒市播报

天朝上品收获大批订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霍坤峰

每年春季糖酒会期
间，茅台集团都将成都望
江宾馆作为产品展示、洽
谈交流、开展论坛的根据
地，今年也不例外。天朝
上品酒作为茅台集团一分
子，在第100届糖酒会期间
吸睛无数，收获颇丰。作为
天朝上品系列产品的操盘
手，河南明歌商贸有限公司
总经理徐春歌最有发言权。

“效果不错，天天忙得
很。”徐春歌告诉记者，目
前天朝上品主打产品是天
朝上品贵人III和天朝上品

众人，主要运作模式为专
卖店和区域经销。在这次
糖酒会期间，来自全国各地
的酒类经销商，不少都是冲
着天朝上品来的，二话不
说，直接打款，争取经销权。

就在与记者交谈期
间，徐春歌就收到了区域
经销商打来的一笔预付
款。徐春歌说，糖酒会期
间人多事繁，有照顾不周
的地方请各位老板多多包
涵。“糖酒会期间大家所下
订单，糖酒会结束后3日内
将发货完毕。”

首届国际葡萄酒大奖赛
8月举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霍坤峰

3月 18日，首届国际
葡萄酒（中国）大奖赛（简
称 IWGC）新闻发布会在
成都召开，会上发布了8月
7日~10日，大奖赛将在蓬
莱市国宾酒庄举行，多位
中外评委代表也在发布会
上公开亮相。

会上还公布了大奖赛
前期的预热活动，包括“全
国葡萄酒协会联盟会议”

“民间评酒师大赛”“葡萄
酒+美食+旅游”等。据介
绍，这一系列活动将于本
次发布会结束以后依次开
展。

粤港澳大湾区食博会
7月在东莞开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霍坤峰

3月20日，2019中国
创新食品大会暨粤港澳大
湾区食品创新品牌博览会
（简称粤港澳大湾区食博
会）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
办。会议宣布，食博会将
于7月17日在东莞开幕。

会上，中国食品工业
协会副会长、中共广东省
食品（医药）行业协会委员

会书记张俊修介绍，今年2
月，国家启动了粤港澳大
湾区项目建设。粤港澳大
湾区食博会的举办，将激
发粤港澳食品、酒类行业
新动能，挖掘南部食品、酒
类行业新价值，探索食品、
酒类行业发展新机遇，助
力广东食品、酒类行业再
次飞跃。

汾酒古法酿造工艺进展馆

波拉克举行
法国酒庄酒品鉴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霍坤峰

3月28日，河南波拉克
进出口有限公司举行了一
场法国酒庄酒高端品鉴会，
世界名庄卡地亚拉格杰特
酒庄庄主克鲁德亲临现场。

河南波拉克进出口有
限公司董事长穆纯介绍
说，波拉克是一家专业进
口法国、加拿大、西班雅等
国葡萄酒的贸易公司。当

天，他们向品鉴者提供了
鸽笼干红、荣誉夫人干红、
丰收女神无醇气泡酒等产
品，均来自法国卡地亚集
团旗下的拉格杰特酒庄。

克鲁德说，拉格杰特
酒庄的葡萄酒以品质优良
著称。在多次权威盲品评
比中，拉格杰特酒庄葡萄
酒评分都在90分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