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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演唱会”在成都倾情上演，庆祝泸州老窖荣获首届『中国
四大名酒』

60

周年。

60

年前，首届中国四大名酒评选于
1952

年在北京举行，其中白酒品牌中，仅有泸州老窖与茅台、汾酒、西凤被评为
首届中国四大名酒。从

1952

年至今，恰逢泸州老窖荣获首届中国四大名酒
60

周年，泸州老窖分别联袂歌神张学友、巨
星周华健、当代艺术大师王侠军，打造张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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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演唱会、泸州老窖特曲老酒以及国窖
1573

·风生水起，共同见证
泸州老窖

60

年荣耀回归。正是创新发展给泸州老窖带来了跨越式的进步，无论是继承传统的封藏大典，还是担纲中国
探月工程战略合作伙伴，再有近日集团董事局主席谢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泸州老窖在创新发展之路上唤醒荣耀
记忆，实现荣耀回归。

而泸州老窖也以一颗感恩之心走过
60

周年名酒之路，履行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近年来，泸州老窖在汶川大地震、

捐资助学、造福乡梓反哺农业等公益事业上做出了突出贡献，不仅荣获了
2012

年中国慈善领域最高政府奖———第七届
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捐赠企业”称号，而且在庆祝泸州老窖荣获首届中国四大名酒

60

周年的庆典晚会上，还宣布成立
了“泸州老窖爱心基金”，以用于教育、医疗、灾害救助等扶贫济困的公益事业。

今年恰逢泸州老窖获得首届中国“四
大名酒”60周年。泸州老窖以一颗感恩之心
走过60年名酒之路，开启“创新、规模、跨
越”的新征程。在3月22日庆祝泸州老窖荣
获中国四大名酒60周年庆典晚会上，泸州
老窖宣布成立“泸州老窖爱心基金”，首批
捐款为6523.432万元以用于教育、医疗、灾
害救助等扶贫济困的公益事业，使泸州老
窖合作伙伴、员工朋友、社会爱心人士通过
“爱”组成一个众志成城的“心”的大家
庭。

泸州老窖“天地同酿，酿人间美酒；人
间共生，生天地大爱”。泸州老窖永远有感
恩之心，永远有拼搏发展的激情；克服艰难
险阻，要感谢合作伙伴、消费者及社会各界
的支持，泸州老窖加强管理、开拓市场，创
造财富后更要回报社会。“乌鸦反哺，羊羔
跪乳”；“聚滴成海，众木成林”。与社会同
行、与环境相依、与人类共存。

3月21日，泸州老窖公司携手战略合作
伙伴、经销商朋友、书画名家在中国酒城·泸

州酒业集中发展区共同举办了中国白酒金
三角2012年酒业博览会酒文化艺术品慈善
义卖会。

出席本届书画义卖的嘉宾有中央电视
台美术指导、国家一级美术师王燕民等。本
届书画义卖征集了30多位艺术家近150幅
作品，活动得到了全国多位书画名家作品，
其中有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中国美
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中国书法院院长王
镛等十多位中国书画界顶尖艺术家作品，
活动通过在开幕式上举办书画竞拍活动，
成功拍售19幅作品，筹集197万元善款。另
外，通过义卖的形式，本届书画义卖筹集善
款将全额列入泸州老窖最新成立的“泸州
老窖爱心基金”，集中用于公益慈善事业，
扶贫济困，推动社会和谐进步。

据悉，自2008年起泸州老窖已经成功
举办书画义卖四届，累计募集到316万元善
款，这些善款全部用于支持泸州地方教育
事业，帮助了众多的辍学儿童重新走上了
课堂，让众多的学子学业有成。

泸州老窖公益大事记
一、抗震救灾、重建家园
“血浓于水，国窖有情，抗震救灾，我们

义不容辞。”
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共享美好幸

福生活，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心系汶川
2008年汶川地震，泸州老窖在第一时

间捐款捐物，参与灾区抢险救援，在之后的
两年多时间里，不断开展灾区慰问，支援灾
区学校重建等一系列活动。

定向支援灾区花荄小学重建；春节慰
问灾区援建单位。
2.爱撒玉树
玉树地震发生后，泸州老窖消防队员

参与到救援大军当中，最终取得了抗震救
灾的胜利。
3.情暖舟曲
泸州老窖用美酒温暖了每一位奔赴舟

曲抢险救援的官兵。
二、倾情教育、捐资助学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为祖国的明天培

养更多的栋梁之才，建设舒适安静的学习
环境，泸州老窖国窖人一直在努力。
1.感恩泸州、国窖助学
从2007年开始，泸州老窖连续十年帮

扶龙马潭区考上大学又因家庭贫困的学子
完成学业。
爱心传递志愿行动；酒谷寻梦活动。
2.泸州老窖走进百所名校
为广大高校学子提供展示自我的舞

台，泸州老窖掀起了校企合作的新篇章。
设立泸州老窖奖学金；建立博士后工

作站；开设泸州老窖实验班。
3.泸州老窖天府中学
泸州老窖将把泸州老窖天府中学打造

成全国一流名校。
出资建设泸州老窖天府中学新校区。
4.义卖助学
多年来，泸州老窖将书画义卖所得全

部捐献给贫困地区发展教育事业。
酒博会书画义卖；泸州老窖年份特曲义卖。

三、造福乡梓、反哺农业
支援农村建设，以工业反哺农业，在企

业发展过程中不忘造福乡梓，泸州老窖积
极投身三农建设，为家乡农村事业发展尽
心尽力。
1.中国酒谷·名酒名园名村
泸州老窖在发展过程中努力探索“工

业反哺农业”的全新模式，推进全市新农村
建设。
开展全国首次“村长论坛”。
2.关爱三农，建设西部
在多年的发展中，泸州老窖不忘三农，

建设西部，为西部建设做出了贡献。
结束了泸州岩洞居民的历史；打造西

部母亲水窖工程；修建泸州老窖龙沟大堰。
3.扶贫捐助
开展白酒义卖扶贫、为贫困地区捐款

捐物等活动。
设立“情系民生公益金”；白酒义卖扶

贫；设立优秀警察奖励扶持基金。
四、拥军慰问、八一感恩
军民鱼水一家亲，将世间最美的酒献

给世间最可爱的人，拥军慰问、八一感恩，
泸州老窖一直没有停歇。

多年来，公司开展一系列拥军慰问、八
一感恩活动，走访了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
军区部队，为保家卫国的军人们送去了泸
州老窖的感恩酒。

五、回报社会、服务人民
泸州老窖永怀一颗虔诚之心、感恩之

心，回报社会、服务人民，为构建和谐大家
庭而不懈努力，为人类共享美满幸福生活
而不断奋斗。
1.为祖国喝彩
举杯同庆、辉煌60———国窖1573文化

中国行；携手中国探月工程；世界航天·中
国荣耀
2.为文体赛事干杯
牵手《大北川》；赞助哈林球队；国窖

1573号参加第一届海峡两岸帆船赛；捐助
第二届中国文化遗产动漫大赛。
3.回馈白酒收藏爱好者
首度打造白酒高端定制奢侈品；泸州

老窖特曲老酒中国寻。 （吴坚）

为纪念泸州老窖荣获首届中国四大名
酒60周年，由亚洲华语流行乐坛天王巨星
周华健代言，泸州老窖打造的2012年战略
产品特曲老酒3月份也在酒城泸州闪耀登

场。泸州老窖悉心打造出特曲老酒，精选
从1952年至今珍藏了60年的老酒调味，采
用洞藏6年的特曲基酒，再加上6位国评
委的倾力打造，缔造出了口感醇厚优雅
的酒品。

特曲老酒无疑是泸州老窖荣耀60周
年的见证者，经过岁月的历练，最终绽放
出来自历史深处的幽香。在上市发布会
上，特曲老酒一亮相便受到来自全国各地
嘉宾的好评。业内人士表示，有着醇厚绵
柔的口感以及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特曲
老酒必将在白酒市场上掀起对其的追捧
浪潮。

泸州老窖特曲是中国最古老的四大
名酒，1915年获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金奖，1952年在中国首届评酒会上被国家
确定为浓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是唯一蝉

联五届“中国名酒”称号的浓香型白酒。
而周华健是亚洲华语流行乐坛的天王巨
星，至今已发行音乐专辑逾40张，累计销
量过数千万。形象及曲风阳光、健康、积极
向上，后因其实力的唱功和天王般的人气
成为20世纪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华人歌
手之一。

正是看中了周华健的阳光健康形象，
以及其产出的无数经典歌曲，泸州老窖决
定邀约周华健出任特曲老酒的形象代言
人。醇厚优雅的特曲老酒正如周华健的经
典歌曲，老酒如歌，双方一拍即合。据悉，
接下来泸州老窖将围绕这位华语流行乐
坛的天王量身订做代言广告片，出席特曲
老酒多个推广场合。而周华健也会用特曲
老酒在全国巡回演唱会中举办答谢歌迷
的活动。

2012年3月22日，“异曲同工的极致艺
术·风生水起———纪念泸州老窖荣获首届
中国四大名酒60周年大师论坛”在泸州举
行。泸州老窖首次与宝岛台湾著名当代艺
术家王侠军合作，打造限量版国窖1573产
品风生水起。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中国酿酒大师沈才洪先生与宝岛台

湾当代艺术家王侠军在论坛中一同畅谈白
酒与瓷器之间异曲同工的极致艺术。
宝岛台湾著名现代艺术大师王侠军先

后创立了琉璃工房、琉园、八方新气艺术品
工作室。致力于中国瓷器文化的创新与传
承，痴迷于东方瓷器艺术打造新风貌，七件
作品被北京故宫永久典藏，还创建了华人
第一所玻璃水晶博物馆。此次创作国窖
1573·风生水起，王侠军也赋予了它的极为
特殊的含义。从瓶身设计理念到瓶身两边
浪花卷纹；从顶端的龙头装饰提耳，到卷纹
端点镶嵌有色宝石……这些巧夺天工的设
计理念无不体现了泸州老窖在1952年荣获
首届中国四大名酒荣誉之后，历经一甲子
的辉煌，传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白酒酿造技艺的荣耀。此次国窖1573·
风生水起精选了窖藏60年的原酒，也是用
来纪念泸州老窖荣获首届中国四大名酒60
周年这一荣耀时刻，无可比拟的稀缺性决
定了其非凡品质和高贵身份。

王侠军大师完美的瓷器作品，以及在
创新中传承的艺术理念，与泸州老窖遵循
先辈悟出的“相生相谐、互补共辉”的古法
酿制之道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仅限于师徒
之间“口传心悟”，经历代人的用心领悟和
传承，代代相继，泸州老窖传统酿制技艺至
今已历23代。把瓷器和酿酒相融合，两者共
同打造出器韵神合的艺术，国窖1573·风生
水起无疑是大师对话大师、艺术承载艺术
的传世之作。
国窖1573·风生水起的推出，是继续国

礼、国花之后，又一盛事纪念版的国窖
1573。它本身的艺术内涵和文化价值远远
的超过了奢侈品所能赋予的意义。泸州老
窖作为中国源远流长白酒文化的传承者，
与当代艺术瓷器共同担负着促进中国文化
的发展使命。借助此次对话良机，泸州老窖
再度为大家呈现了白酒作为东方极致美学
艺术的深刻内涵，为中国白酒艺术打造世
界声音迈出更加坚实的一步。

国窖1573牵手歌神张学友

当代艺术大师王侠军打造国窖1573·风生水起

巨星周华健代言特曲老酒

泸州老窖荣获首届『中国四大名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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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之巨星助阵 泸州老窖荣获首届『中国四大名酒』

60

周年之公益慈善

2012年2月23日农历二月二龙抬头
的日子，泸州老窖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国
窖1573封藏大典。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
会长、秘书长熊必琳、北京大学副校长
海闻、中国台湾中华工商总工会主席陈
杰、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柳华、中国
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教授石碧、著名
演员王学圻等包括行业领导、专家学
者、文化界影视界名人在内以及来自全
国媒体朋友都应邀出席，共同品味千年
的龙脉文化，见证国窖1573的酿造传
奇。当天下午的定制酒尊享庆典也正是
秉承着这种高度与意义，将主题定为
“生命中的那坛酒”，使定制酒的因您
而生的定位赋予生命的意义，也将定制
酒拟人化地与受邀嘉宾进行了整合创
意演绎，著名画家、书法家王燕民、央视
著名导演王冼平等嘉宾与泸州老窖VIP
客户共同出席活动。

而2012年酒博会最大的亮点是首
届中国四大名酒60周年聚首，除泸州老
窖外，本届酒博会特别邀请了贵州茅台
酒、山西汾酒、陕西西凤酒企业代表前
来参加，茅台酒业集团公司名誉董事长
季克良在开幕式上致辞，对在首届中国
四大名酒60周年之际召开的酒博会表
示祝贺。除此之外，此次酒博会还得到
中国其他白酒名酒企业的积极响应，包
括五粮液集团、沱牌集团、剑南春集团、
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丰谷酒业有限公
司等白酒企业负责人出席了开幕式。来
自全国各地的酒类经销商和参会客商
代表团3500多批次近8000人参加了本
届酒博会。
据了解，四川中国白酒产品交易中

心也在酒博会期间正式落成。四川中国
白酒产品交易中心（APTCC)是为响应
四川省“打造中国白酒金三角，发展千
亿白酒产业”的战略号召，由泸州老窖
集团、泸州酒业集中发展区有限公司联
合发起组建的第三方电子交易公共服务
平台，即将现代金融理念和先进网络技
术相融合，整合白酒产业链资源，集交
易、结算、交收物流、融资、信息、展示等
服务于一体。据悉，四川中国白酒产品交
易中心（APTCC)是泸州老窖集团在省
市提供的良好政策环境下，创新型、规模
化、跨越式发展的成果，此举将大力带动
所有泸酒品牌发展，为中国白酒金三角
核心腹地和现代化中国酒城注入更为充
实强大的内涵。作为全国首家特大型酒
类产业现货电子交易市场，四川中国白
酒产品交易中心（APTCC)将作为中国
白酒行业标准的权威机构，将定期公布
中国白酒价格指数。

2012

酒博会开幕盛况

泸州老窖荣获首届『中国四大名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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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之创新发展
泸州老窖举办
封藏大典助力酒博会

张学友1/2世纪演唱会成都开唱
贺泸州老窖荣获首届『中国四大名酒』60周年

从1952年至今，恰逢泸州老窖荣获首
届中国四大名酒60周年，正是为了纪念这
一盛事，泸州老窖旗下国窖1573才联袂
“歌神”张学友，以完美的舞台表现为广
州、杭州、上海、无锡、重庆、洛阳、济南等全
国数个地区的观众打造了一场场精美绝伦

的视听盛宴，演绎艺术灵感新篇章，并与广
大的观众再次共同品味经典的永恒魅力。
在湛江发布会现场，张学友还欣喜地接受
了一份极具特色的“厚礼”———由泸州老
窖赠送的国窖1573经典装，寓意“与经典
共品味”。
本次张学友演唱会的主题延续之前的

命名“1/2世纪”，张学友表示，“1/2世纪”
的寓意就是自己人生的一半，希望能以演
唱会的形式和歌迷共同珍藏过往的点点滴
滴。1984年出道至今，张学友凭借对音乐的
精益求精奠定了“歌神”的地位，用音乐构
筑的1/2世纪的艺术成就也受到广大的观
众肯定。张学友对艺术孜孜不倦的坚持与
追求也恰如泸州老窖对酿酒艺术的恪守与
传承，43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泸州老窖秉
承祖训，精心养护始建于万历年间的国宝
窖池群，使其连续使用至今，传统古法酿造
技艺在23代酿酒人的口传心悟下，复制如
初，如此的坚持才酿造出世界品鉴级的经
典之作———国窖1573。
国窖1573是秉赋了世界级物质与非物

质文化遗产“双重品味”，成为世界三大蒸
馏酒代表之一，自诞生之日起，本身就蕴涵
了国宝窖池430余年的文化和历史，它将一
个历史时代的年份“1573”作为名称，让每
一个中华儿女在慢慢品味美酒的时候也品
味了泸州老窖430余年的厚重历史，犹如歌
唱艺术一般，历经时间的锤炼，呈现最极致
的经典。以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作基础，以及对中国蒸馏酒工艺、文化和历
史完美浓缩与集成，国窖1573成就了高贵
而典雅的品质，愈久而弥香。
在张学友2012年演唱会中，国窖1573·

中国品味的产品品牌形象以优雅高贵的白
酒巅峰代表作之姿，全程助力天王张学友
的全国十个城市的巡演，并诚邀广大尊贵
的受众品味国窖醇香，见证延续439年国宝
窖池群的至尊品质。

二维码活动
六十年荣耀随手拍老窖
60

年老窖荣耀你我共襄！用手机
随手拍下泸州老窖·国窖

1573

张学友
演唱会系列广告， 扫描二维码或直接
登录（

@

泸州老窖中国荣耀）新浪官方
微博， 进入活动专区分享您拍下的老
窖美图， 即有机会获得泸州老窖名酒
60

周年主题纪念礼品一份。

谢明董事长
(

左
)

和周华健
(

右
)

王侠军
(

左
)

和沈才洪副总经理
(

右
)

泸州老窖爱心基金成立盛况

■

第一届
1952

年茅台酒、

、汾酒、西凤
酒（中国四大名酒）

■

第二届
1963

年
、五粮液、古井贡

酒、 全兴大曲酒、茅
台酒、西凤酒、汾酒、

董酒（八大名酒）

■

第三届
1979

年茅台
酒、 、汾酒、

五粮液、 剑南春、古
井贡酒、 洋河大曲、

董酒（八大名酒）

■

第四届
1984

年茅台
酒、 、汾酒、

五粮液、 洋河大曲、

剑南春、 古井贡酒、

董酒、西凤酒、全兴
大曲酒、 双钩大曲、

特制黄鹤楼酒、郎酒
（十三种名酒）

■

第五届
1989

年茅台
酒、 、汾酒、

五粮液、 洋河大曲、

剑南春、 古井贡酒、

董酒、西凤酒、全兴
大曲酒、 双钩大曲、

特制黄鹤楼酒、郎
酒、武陵酒、宝丰酒、

宋河粮液、沱牌曲酒
（十七种名酒）

泸州老窖：

唯一蝉联历届
“中国名酒”称号
的浓香型白酒

泸州老窖成立爱心基金首批捐款6523.432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