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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张裕公布重要公告，选举周
洪江先生出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
事长,并同时解除周洪江先生副董事
长兼总经理职务；聘任孙健先生为公
司总经理，并同时解除孙健先生公司
副总经理职务；同意冷斌先生因工作
变动而辞去本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冷
斌先生辞去副总经理职务后，将继续
担任本公司董事；聘任彭斌先生为公
司副总经理；聘任姜建勋先生为公司
财务总监。

未来中国葡萄酒龙头、世界第四
大葡萄酒企张裕，将是周洪江和孙健
的搭档。

借此机会，WBO葡萄酒商业观察
也将用数据来盘点整个国产葡萄酒行
业。这次调出了 2012 年-2017 年的
15家国产葡萄酒上市公司年报、半年
报数据，发现一些有趣的部分。

张裕近5年在国产葡萄酒阵
营中遥遥领先

2013年起，张裕公司营业额始终
稳定在四五十亿元，张裕一家公司的
销售额就等于其余 14家葡萄酒企业
的总销售额，呈现一家独大的局面。

张裕公司的利润在国产葡萄酒板
块表现更加突出，2017年上半年张裕

净利润67006万元，其他14家主要上
市公司净利润总和竟亏损 40842 万
元。同期利润额排名第二的是威龙，
利润是2626万元；而销售额排名第二
的长城，亏损3亿多元。

张裕的国际化布局

事实上，张裕之所以会成为重要
国宴场合用酒，也源于张裕在国际上
的形象和影响力。

多年以来，张裕始终致力于布局
世界优质葡萄酒产区，整合优质葡萄
酒品牌资产。截至目前，张裕旗下已
拥有法国富郎多干邑酒庄（Chateau
Roullet-Fransac）、西班牙里奥哈爱
欧公爵酒庄（Marques del Atrio）、
法 国 波 尔 多 蜜 合 花 酒 庄（Chateau
Mirefleurs）、智利卡萨布兰卡魔狮酒
庄(Indomita Wine Company)、澳大
利亚克莱尔谷歌浓酒庄(Kilikanoon
Wines)这五大优秀国际品牌，未来还
会将更多优秀国际品牌纳入旗下。

如今，张裕已经不再只是中国本
土的葡萄酒生产企业，不但拥有国内
八大酒庄品牌，以及解百纳、醉诗仙等
主力品牌，而且正在变成一个拥有多
个国际优秀葡萄酒品牌的全球领先葡
萄酒品牌运营商。未来，张裕在海外
市场的业务比重有望在五年之内达到
整个公司销售额的三成。

深度进入对葡萄酒要求苛
刻的欧洲市场，成为国产葡萄酒
的担当

张裕进入欧洲和美国市场销售，
并非噱头，而是产生实际的、不错的销
售额，作为一家来自中国的品牌，这正
是发达国家消费者对中国葡萄酒品质
的认可。从这打入全球市场层面分
析，张裕确实也是国产葡萄酒的担当。

1.张裕解百纳进入英国皇室供应
商维特罗斯（Waitrose）

英国皇室指定的日用品和酒类产
品供应商、拥有 100多年历史的维特

罗斯，自2012年 8月起将张裕解百纳
摆上自己的货架，一度创造了周售400
箱的销售佳绩。

2.英国皇家酒行BBR为张裕葡萄
酒提供永久货架

2013年 3月，英国最古老的酒商、
皇家御用酒行BBR为宁夏张裕摩塞尔
十五世酒庄干红产品和产自辽宁张裕
黄金冰谷冰酒酒庄的黑钻、蓝钻、金钻
三个系列的冰酒提供永久货架位置。

2016 年 9 月，张裕摩塞尔十五
世酒庄最新年份的三款葡萄酒也进入
BBR销售，除此之外英国 Bibendum
和 Wine Rack也开始销售张裕摩塞
尔十五世酒庄新品。

3.张裕黄金冰谷冰酒进入迪拜七
星 级 酒 店 （Seven-Star Hotel
Dubai）销售

从2013年开始，帆船酒店正式开
售张裕黄金冰谷冰酒，这是该酒店首
次破例引进来自亚洲的葡萄酒。

4.德国最大的百货大楼卡迪威
(KaDeWe)摆上张裕干红

2014 年春节，德国柏林卡迪威
(KaDeWe)百货大楼六楼的“美食天
地”，供应有多种葡萄酒，包括中国的
张裕干红、波尔多的玛歌、木桐和柏图
斯等。

5.张裕醉诗仙登上顶级豪华邮轮
“玛丽女王2号”(Queen Mary 2)

2015年 3月，世界顶级的巨型豪
华邮轮“玛丽女王2号”开始出售张裕
醉诗仙等8款张裕葡萄酒。

6.张裕葡萄酒进入米其林三星餐
厅 —— 英 国 肥 鸭 餐 厅（The Fat
Duck）

2015年6月，宁夏张裕摩塞尔十五
世酒庄副牌摩塞尔家族赤霞珠和辽宁张
裕黄金冰谷冰酒酒庄蓝钻级威代尔进入
米其林三星餐厅——英国肥鸭餐厅。

7.西班牙家乐福超市（Carrefour）
全面销售张裕解百纳

2016年 3月，国际连锁超市巨头
家乐福开始在西班牙所有门店全面销
售张裕解百纳。截止到2017年 2月，
解百纳在西班牙市场已经卖出了 10

万瓶。
8.张裕解百纳进入英国第二大连

锁超市Sainsbury全面销售
为了庆祝中国新年的到来，2017

年 1月 28日起，英国第二大连锁超市
Sainsbury开始出售张裕解百纳干红，
这是 Sainsbury 首次售卖中国葡萄
酒。

9.张裕摩塞尔十五世酒庄酒进驻
全球第三大超市集团乐购（Tesco）、伦
敦文华东方酒店（Mandarin Orien-
tal）、俄罗斯知名葡萄酒商店Vinote-
ka80/100、德国最大的食品超市艾德
卡（Edka）

2017年 4月，全球第三大超市集
团乐购（Tesco）开始销售张裕摩塞尔
十五世酒庄 2015年份摩塞尔传奇赤
霞珠干红，这也是唯一一款在TESCO
销售的中国葡萄酒。

与此同时，张裕摩塞尔十五世酒
庄酒陆续开始在国际顶级豪华酒店
伦敦文华东方酒店、俄罗斯知名葡萄
酒商店 Vinoteka80/100、德国最大
的食品超市艾德卡（EdekaZentrale）
售卖。

未来，WBO也相信，周洪江和孙
健将一起把中国葡萄酒巨头张裕，带
到更高的高度。

（肖竞）

□尚峰

作为三门峡市区土生土长的商业
银行，湖滨农商银行多年来一直秉承
以客户为中心、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
经营理念，定位服务于“三农”、中小微
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广大市民等客户
群体，坚持稳健经营，强化改革创新，
加快发展步伐，致力打造一家有温度
的银行。近年来，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环境下，我行不断加大对创业担
保贷款的支持力度，累计发放创业担
保贷款 5123笔，共 4.03亿元，有力地
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1 月 9 日，新型创业担保贷款发
放仪式在三门峡市义乌商贸城顺利

举行。发放仪式上，湖滨农商银行作
为唯一一家参与合作的银行业金融
机构，联合三门峡市人社局、义乌商
贸城等单位共同向符合贷款条件的
个体工商户创业代表发放了贷款，也
由此正式启动了我行创业担保贷款
的新模式。

本次向个体工商户发放创业担保
贷款，其背景是湖滨农商银行与三门
峡市人社局、义乌商贸城共同搭建了

“政银企”三方合作平台，建立了由义
乌商贸城提供担保、个体工商户集中
向湖滨农商银行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的
新模式，通过“政银保”三方通力合作，
共同发力解决广大个体工商户担保
难、贷款难、融资难的实际问题。

针对下一步的创业担保贷款投放
工作，湖滨农商银行将以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引领，扎实落实“金融业支持实体
经济”的精神要求，具体做好以下三个
方面工作：一是进一步梳理优化创业担
保贷款的受理办理流程，提高办贷效率
和服务质量，切实为广大商户提供“一
站式”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二是严
格落实公开承诺、首问负责、限时办结

“三项制度”，推行阳光办贷。三是依托
移动办公软件实现贷款限时办结，充分
发挥本地银行服务链条短、决策效率高
的金融服务优势，以快取胜，扎实开展
好创业担保贷款，全力推动全市经济发
展工作再上新台阶！（作者系湖滨农商
银行党委副书记）

政银保三方通力合作 聚合力助推大众创业
——湖滨农商银行开启创业担保贷款新模式

受一股强冷空气影响，华北

多地已出现降温降雪或极寒天

气等现象，1月 3日至 5日，原阳

县供电公司组织运维人员对变

电设备、输电线路等电力设施进

行特殊巡视，特别加强对变电

站、高压输电线路的夜巡和特

巡，预防因降雪和低温造成的设

备异常放电和线路覆冰等危害

电网安全的事件发生，保证电网

在即将到来的持续降雪天气下

安全稳定运行。 （毛二鹏）

原阳县供电公司:

加强夜巡和特巡
▲王红艳，女，护士资格证书初级，编

号：E1607011401632,2007 年 5 月通过，
于2017年3月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泰隆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田道光
二级建造师执业印章遗失，机电专业，注册
编号：豫241111224204（00），声明作废。

▲本人张会凤，女，2008年9月取得中
级会计师证，证号：08045898，于 2017 年
12月28日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君利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编号：（豫）JZ安许证
字[2014]110171-3，遗失开户许可证（开
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壁淇滨
支行，账号：17100209092000097717，核
准 号 ： J4970000756404， 编 号 ：
4910-02130326）声明作废。

▲河南省广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武永
涛 的 二 级 建 造 师 注 册 证 书（编 号 ：
00361076；专业：建筑工程）不慎丢失，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镇氏及嫡系传人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16]第一号

中医风湿科、康复医学科、疼痛科等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电话：0715-8618999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2号（G4京港澳高速咸宁北入口处）联系方式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张 裕 有 了 新“ 管 家 ”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8 日电 日
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省级政府耕
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办法》强调，要守住耕地保护红
线，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建立健
全省级人民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
考核制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对《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
要》确定的本行政区域内的耕地保有
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以及高标
准农田建设任务负责，省长、自治区
主席、直辖市市长为第一责任人。

《办法》规定，国务院对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耕地保护责任
目标履行情况进行考核，由国土资源
部会同农业部、国家统计局负责组织
开展考核检查工作。实行年度自查、

期中检查、期末考核相结合的办法。
年度自查每年开展 1次，由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自行组织开展；从2016
年起，每五年为一个规划期，期中检
查在每个规划期的第三年开展1次；
期末考核在每个规划期结束后的次
年开展 1次。期中检查和期末考核
对各省份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落实情
况进行综合评价、打分排序。

《办法》强调，省级政府耕地保护
责任目标考核结果，列为省级人民政
府主要负责人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
内容，年度自查、期中检查和期末考
核结果，作为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
价、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粮
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领导干部问
责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的重要依据。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8 日电 中
国保监会、财政部 18日对外发布消
息，明确保险资金运用涉及地方政
府举债融资行为的政策边界，提出
要规范保险资金投资，坚决制止违
法违规举债担保行为，防范化解地
方债务风险。

两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支持防范化解地
方债务风险的指导意见》明确，支持
保险资金投资关系国计民生的各类
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等政府投资项
目，严禁保险机构违法违规向地方政
府提供融资，地方政府也不得向保险

机构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
意见要求，保险机构应当妥善处

理涉及地方债务的存量投资业务，逐
笔排查是否合法合规，要充分评估地
方财政可承受力，不得通过融资平台
公司违规新增地方政府债务。地方
政府要依规推进财政及举债信息公
开，保障保险机构知情权。

在审慎合规开展创新业务方面，
意见明确保险机构不得通过股权投
资计划等创新方式违规形成地方债
务，坚决制止地方政府以引入保险机
构等社会资本名义，违法违规或变相
举债上新项目、铺新摊子。

新华社北京 1月 18日电 国家统
计局18日发布数据，2017年我国国内
生产总值（GDP）827122亿元，首次突
破80万亿元大关。按可比价格计算，
GDP比上年增长6.9%，增速比上年提
高 0.2 个百分点，这也是我国经济年
度增速自 2011年下行以来的首次回
升。分季度看，一季度和二季度GDP
均同比增长 6.9%，三季度和四季度均
同比增长6.8%。

“2017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好
于预期，经济活力、动力和潜力不断释
放，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
强，实现了平稳健康发展。”国家统计
局局长宁吉喆说。

从需求看，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
资比上年增长 7.2%，增速比上年回落
0.9 个百分点。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比上年增长10.2%，增速比上年回
落 0.2个百分点。全年进出口总额比
上年增长14.2%，扭转了连续两年下降
的局面。

从生产看，粮食生产再获丰收，
畜牧业稳定增长。全年全国规模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比 上 年 实 际 增 长
6.6%，增速比上年加快 0.6 个百分
点。全年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比上
年增长 8.2%，增速比上年加快 0.1 个
百分点。

与此同时，“三去一降一补”扎实推

进，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创5年新高，创
新发展持续发力，新动能继续较快增长。

数据还显示，2017年末中国大陆
总人口为13900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737万人。从年龄构成看，16至 59周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 90199万人，占

总人口的比重为 64.9%；60周岁及以
上 人 口 24090 万 人 ，占 总 人 口 的
17.3%。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
8134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049万人；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
58.52%，比上年末提高1.17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2017年国民经济延续
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整
体形势好于预期，决胜全面小康迈出
坚实步伐。同时也要看到，经济运行
中仍存在不少困难和挑战，提质增效
任重道远。”宁吉喆说。

6.9%的经济增速、1.6%的通胀水平、

超过1300万人的城镇新增就业……1月

18 日披露的 2017 年中国经济亮丽年

报，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增添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更增强我们推动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信心。

刚刚过去的 2017 年，中国经济发

展超出外界预期。全年进出口总额比

上年增长 14.2%，扭转了连续两年下降

的局面；工业领域供求关系改善，PPI

扭转了自 2012 年以来连续 5 年的下降

态势，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创 5 年新

高；6.9%的 GDP增速，是我国经济年度

增速自 2011 年下行以来的首次回升，

就业稳、物价稳、国际收支稳，形成经

济“多稳”格局。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持续深入，经济结构优化，发展的

质量效益稳步提升。在复杂的国内外

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交出量增质优

的成绩单，来之不易。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

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重要阶段，经济发展

要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经

济发展的关注点要从“有没有”转向“好

不好”。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都作出明确判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

针对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和阶段性特征

作出的正确判断和科学决策，是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

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也将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一年，必须研判形势、创造条

件，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当前，中国经

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依旧复杂严

峻。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十年后，世

界经济逐步走出阴霾，但发达国家内

部的结构性矛盾尚未得到根本性解

决，国际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有所抬

头，威胁长期稳定发展的隐忧仍在。

与此同时，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民

间投资动力不足，宏观杠杆率偏高等，

都是经济发展必须迈过的关口。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

风。近年来，外界关于中国经济“失

速”“崩盘”的悲观论调不绝于耳，但中

国经济不为短期波动所扰，向结构调

整要动力，向改革创新要助力，用稳中

向好发展态势予以回击。展望未来，

抓住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有利条件，

坚持稳中求进，着力高质量发展，我们

更有信心推动中国经济劈波斩浪、行

稳致远，也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力、

贡献经验。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省级政府
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

两部门发文规范保险资金运用

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我国GDP首破80万亿元大关
增速自2011年下行以来首次回升

亮丽年报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信心

1月18日，国新办举行2017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发布会后与记者交流。 新华社发

新华时评

1 月 18
日 ，工作人
员在杭州机
务段乔司整
备车间内进
行火车头车
顶受电弓测
试，全力备
战春运。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