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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2日，光明乳业与中国探月工程

质量保障对标合作启动仪式在北京钓鱼台国

宾馆隆重举行，这标志着光明乳业正式成为中

国探月工程质量保障对标合作企业。探月工程

副总指挥、 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主任李本正，

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光明食品集团副总

裁、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庄国蔚，光

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郭本恒等出席仪式。

随着嫦娥三号任务圆满成功，我国探月工

程全面转入无人自动采样返回的新阶段。为验

证嫦娥五号相关技术，将专门安排一次再入返

回飞行实验。本次实验在返回舱内可以搭载少

量物品，模拟未来采集的月壤。光明乳业也将

在这次返回飞行实验中进行菌种搭载。 据悉，

光明乳业研究人员也曾借助神舟七号太空飞

船，对两株专利菌种进行过搭载试验。经过高

辐射、低重力和干燥太空环境的搭载，证明了

这两株专利菌种不仅具有优良的存活性和稳

定性，而且还具有抗不良环境的作用，可以更

好地耐受人类消化道的侵蚀影响，以活菌到达

小肠发挥其生理活性的潜力。

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表示：本次试验所搭

载的光明专利菌株，是近年来首次也是唯一一

次的深空搭载， 开创了中国乳品行业的先河！

在接来下的几年，光明乳业将继续秉承创新与

健康的企业精神，与探月工程紧密合作、共同

研究，用更好的产品、更细致的服务、更高的品

质回馈社会！

（李晶）

外观时尚 口味轻柔

据记者了解，2007年前，在全国市场上

最活跃的小酒品牌是红星二锅头的“红小

二”；2007年至2012年期间， 以郎酒集团和

泸州老窖为代表的一些名酒厂也开发出歪

嘴郎、泸州老酒坊革命小酒等产品。本届成

都糖酒会上，包括西凤、五粮液、衡水老白

干、双沟等都推出了自己的新款小酒，整个

白酒市场上掀起了一股“小酒热”。

白酒营销专家肖竹青认为， 目前市场

上的小酒有三大流派， 第一个是以江小白

为代表的、 经过互联网或线下互动进行消

费者沟通的产品。 江小白将消费对象锁定

在80后、90后群体， 凭借其卡通的造型，一

举颠覆了传统白酒以稳重、传统、历史悠久

为主要元素的形象，很快火了起来。第二是

以牛栏山二锅头和红星二锅头为代表的走

低价亲民路线的产品。 第三是以泸州老窖

“会唱歌的小酒” 和西凤古酒小酒为代表

的高性价比产品。

不同于传统白酒， 小酒往往带有浓重

的时尚标签， 其营销也有浓重的互联网烙

印。比如，“会唱歌的小酒”酒瓶整体为吉

他造型，以歌手周华健作为形象代言人，用

手机扫酒瓶上的二维码， 就会播放他演唱

的歌曲，从而实现让小酒“会唱歌”。

在口味上， 不少小酒也都开发了适合

时下流行的饮酒口味与饮酒“轻”时尚。如

西凤古酒小酒的香型属于淡雅凤香型，其

香气比较清甜，酒精味不刺鼻，香气和酒气

协调。而“会唱歌的小酒”口感醇厚绵柔、

饮后尤香，强调“柔”与“顺”。

小酒不小 酒企尝甜头

今年郎酒集团主推的产品普遍定位为

“民酒”，郎酒集团总经理刘毅认为，从今年

及未来几年消费趋势来看，除高端酒和次高

端酒外，100元－300元产品将成为大众主流

消费产品。200元－300元左右的产品将属于

名酒厂的未来主流份额，100元及以下产品

将成为名酒厂和地方酒厂争夺最激烈的产

品。刘毅说，白酒产品需要做出迎合消费者

需求的调整， 特别随着80后、90后新生代主

流消费群逐步进入社会中坚，多元文化的融

合将带来更多价值观的诉求，具有青春与活

力特点的时尚化、国际化产品及新型电商消

费类白酒产品将会进一步快速发展。

2013年， 郎酒集团10多元的 “歪嘴

郎”一年销售上10亿元。据四川郎酒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兼销售公司总经理付饶介

绍， 定位于中低端价位的产品在今年上半

年取得了良好的业绩。

市场虽大 竞争激烈

纵观现在“小酒”品牌，售价都在15元至

50元之间。为争夺年轻消费群体，越来越多的

酒企加入到“小酒”的开发阵营，让小酒的

竞争也日趋白热化。不过一窝蜂的小酒热潮

也遭到了质疑。 一位白酒行业人士指出，现

在小酒市场有点混乱，一些小酒厂生产的质

量并不能保证，此外在包装和营销上小酒的

同质化非常严重，“新近冒出的小酒外包装

都很雷同，都在模仿做得好的小酒”。

1919采购中心杨明英总监认为， 由于

小瓶酒的消费不受场合限制， 符合现代消

费者理性化、个性化的需求，小瓶酒市场出

现了百花齐放的盛景，尤其近两年，市场上

的小酒品牌越来越多。尽管市场竞争激烈，

但是她认为现在发展小酒还是一个很好的

机会，小酒能很好地满足消费者喝好点、喝

少点的心理。 未来小酒的发展可能会有一

个井喷期，市场上会涌现很多品牌，但是之

后市场也会洗牌，回归理性。

国龙商贸的蒋总则认为， 现在小瓶酒

市场上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窜货多，投入不

持续、政策不落地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劲

酒就处理得很好，比如在解决窜货问题上，

他们会将市场分为成熟型市场、 成长型市

场和培育型市场，成熟型市场投入较小，成

长型市场投入中等，培育型市场投入较大，

这样既避免了因为市场不平衡而导致窜

货，也能更加因地制宜地操作市场。

市场将迎来洗牌

有专家预测， 未来小酒将成为一个规

模超过500亿元的大市场，小酒市场的扩张

无疑对白酒企业消化产能也起到重要的作

用， 但众企业蜂拥而上的结果必然使行业

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肖竹青表示，随着大

的白酒企业进入小酒市场， 这个市场将迎

来洗牌。很多高品质、有品牌的中低价位的

小酒将进入这个市场， 并对原来的地方酒

企形成冲击， 而小酒市场也将从无品牌市

场向有品牌市场靠拢。

与传统白酒销售渠道不同的是， 小酒

推广是否应该采用饮料营销的模式， 销售

渠道和饮料渠道一样， 销售人员不再像过

去一样只注重批发，而是深耕终端市场，这

也是中国酒业转型必须面临的问题。

糖酒会上一家主打小酒的白酒企业介

绍，他们的小酒第一主渠道为餐饮渠道，尤其

是大众化餐饮店，其次为烟杂店等。餐饮店必

须强行渗透，并分阶段进行促销活动，推广并

培养消费者口感，拉动消费。二三线新品牌在

区域市场餐饮渠道没有做成熟后不要冒然运

作流通渠道。

成都商报记者 吴坚

光明乳业

成为中国探月工程质量保障对标合作企业

小酒大热

抢食500亿“蛋糕”

春季糖酒会结束了，白酒市场的探

索及转变并没有结束。本届糖酒会由于

白酒市场低迷， 经济放缓等因素的影

响，参会人员和热情低于往届。但今年

像“泸小二”、“江小白”这些主攻年轻

人的小瓶装酒却异军突起，成为今年糖

酒会的一大热点。西凤酒集团设立800

平米展位重磅展示小酒产品，出击小酒

市场，布展规模创历史之最；泸州老窖

“会唱歌的小酒”更是成为了展示舞台

上的主角。 有关人士甚至大胆预测，未

来小酒市场规模将突破500亿元。

4月5日，四川省可口可乐青少年校园足

球冠军杯联赛在德阳体育中心启动。据活动

主办方介绍， 本次联赛覆盖德阳、 绵阳、泸

州、乐山等12个城市，共有240支由师生组成

的队伍参赛。在第一阶段比赛中角逐出的24

支优胜队伍，将于12日、13日进行总决赛，届

时共计约有350名师生汇集成都市盐道街外

语学校共享足球乐趣。

本次联赛的举办不仅为青少年提供了一

个良好的足球比赛平台，让参与的师生享受到

足球运动带来的无限快乐能量；同时也传达了

有足球的地方就有和可口可乐同样的激情和

活力。让我们与世界杯官方赞助商可口可乐一

起期待今夏即将开始的足球盛事吧！

（李晶）

可口可乐 青少年校园足球冠军杯联赛

点燃全城热血 开启快乐能量

今年糖酒会现场

丰谷新广告语首次亮相糖酒会
引发热议

第 90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已经落

幕十天了，而关于糖酒会白酒板块的行业

动态、厂商关系、产品架构、电商、O2O 及

定制酒的讨论仍不绝于耳。

蓝色格调的丰谷展馆里挤满了前来

洽谈的客商，他们发出了同样的疑问：丰

谷酒业好久换广告语了？ 原来，丰谷酒业

于 2014年正式启用“让有情更有情”企业

广告语，这不仅是“让友情更有情”的延续

和提升，也意味着丰谷“民酒战略”路径的

鲜明化。

差异化迎战行业调整
优渥政策迎接新伙伴

安徽合肥赶来的李先生对笔者说，

“我是在一次朋友的酒席上喝到丰谷的，

当时就觉得这酒口感好，了解到今年丰谷

招商政策很诱人， 我准备做一批定制

酒。 ”

据了解，2014 年丰谷酒业在市场营

销战略上进行了调整，一改行业高速发展

时期的快速扩张做法，更为关注根基和稳

健。“今年丰谷针对市场格局的调整做出

了省内外差异化营销的决策，差异化包括

市场定位、产品结构、推广策略、业务模式

等方面。 总的说来，省内实施核心市场稳

固再造，省外实施蘑菇战术涟漪扩张的营

销策略。 ”据丰谷员工介绍，“而今年的招

商政策方面，我们推出的新品定制、形象

自主、长期合作等诚意条件也吸引了大批

客商前来咨询。 ”

四大系列领衔出场
新品面市指日可待

据悉，目前丰谷依然以酒王、特曲、老

窖、纯酿四大系列为主，另外 5 月份丰谷

将隆重推出四大系列旗下的新品，由技术

专家和设计大师联手操刀，在酒体和产品

形象上都兼顾了传承和提升，目前已进入

打样阶段，并在公司内部审评中获得了高

度肯定。 对于新品亮相，众经销商都表示

非常期待。

民酒春天来临，丰谷糖酒会持续火爆至今

在如今调整深化大背景下，行业和
酒企如何变革破局， 酒企和经销商之间
如何深度合作， 引发了行业内外广泛思
考。笔者在第

90

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
上看到一些白酒企业改头换面大刀阔
斧，一些企业坚持既定路线，在这场变与
不变的较量中，丰谷酒业在品牌定位、市
场策略等决策无疑是新环境下酒企自我
超越的范本。

招聘
●大中专招生老师15828356763
●高校诚聘：大专招生老师及招生
主任，敬老师13258213351
●聘会计: 负责公司全套账务5年
以上相关经验30岁以上工资5至6
千加社保年终奖18081976463
●招喷绘平面制作13540017548求职
●注册会计师兼职15390079867
●女会计师兼职13982246166空调修移
●成百空调修移★加氟86111518
●成百空调冰箱修移86629948中央空调销售安装清洗
●大金空调厂家直销★86669444全自动麻将桌
●普通扑克分析仪4009922291
●飞针机麻寻合作13281888818
●麻将高科技合作18581884082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吉安越野商务轿新车83028288绿化·美化
●转温江60亩园林带桂花银杏等
大树13881883808★13981801777装饰装修
●餐厅、铺面装修13880358023
●室内施工、设计4008-757-696彩板·钢构
●建钢构彩钢厂房13709006263

清洁公司
●天天净87616277毯85403350墙
●新鸿保洁85186977★84414889
●东怡保洁84376668★87687466疏通管道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疏管掏粪
●专业疏管★抽掏粪85434505★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西门专业疏管抽掏粪87734118防水·堵漏
●防水堵漏改水电粉刷85020972搬家公司

●玉龙87326666优86259642空调
●红运低价84337798优84345188

●好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棒棒87486898优84896294长途
●好又快★180元搬家85184427二手货交换

●高收空调餐桌椅厨酒楼茶楼一
切二手13678159509

●高收一切废旧★15928958345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收所有二手废旧13540494440
●收空调桌椅废旧13880991212
●收酒店茶楼设备15528186675典当行
●人和典当★汽车民品87086222
●融通典当★方便快捷87573162汽车转让
●优转公司车数辆13666198747求购汽车
●求购轿车面包车13880530139报废车回收
●高价回收报废车13684018535律师服务

●吴律师民婚疑案13281850066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6728652工商行业咨询
●专业办执照★资质8627 7220

●专业代办执照资质86531377

●德益办照验资资质★86622900

●建筑资质新办★升级88877719

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86664773建筑资质执照代理
●英才专业办执照资质86922599
●66660107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注册公司建筑资质67758376

●低价办照★资质记账87663899取名公司
●酿名苑权威命名机构66000076商务咨询

●诚信婚姻真相询13881761948财会·税务
●优优★审计理烂帐85087459税启事
● 海 尔 冰 箱 提 货 联
（1162164901）遗失作废
●父亲：卜银文，母亲：包宏伟
之子卜思源（身份证号511623
199808210078）于1998年8月
21日出生于核工业四一六医院

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作废。
●我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票号为31000051/21385504，
出票人全称：江苏雨润农产品
集团有限公司，出票金额：壹
拾万元整，此票遗失作废房屋租售
●租售机场旁独栋13032828088
●玉林商铺47平售18615745343
●东二环浅水半岛2200平一二楼
商业租售，售2600万，2楼1300平招
租65元/平15008234252
●售郫县套二17万13281007045园林出售土地转让
●租售工业地证齐13980632366写字间租赁
●庆玲楼梁家巷超低价86927793
●庆玲楼红星路优租86927793
●抚琴西路108号5,6层出租, 每层
613平米，电话：87777888

●售一环内写字楼13708025599营业房
●准现房诚邀分销商：85160667
●红牌楼九峰国际商务宾馆转让
18615771631/18683933055
●城南8000平米宜卖场61162628
●双流蛟龙港美食娱乐城商业用
房6000平租,可分租13908063322
●卖加油站眉山13547662277酒楼·茶楼转让
●八里小区300茶坊15528360673
●西新装茶楼优转13908275461
●光华村酒吧22万13540772716
●外双楠茶楼转让13881735080
●转租售新都新建3千平商务宾馆
8元1平和农家乐13402850350

●青石桥酒店转让，价格面议
电话：13551312121
●低转南2千平酒楼15208271531
●盈利营业常态新都区1200平米
大型浴足中心转13730614556
●转商务酒店茶楼18081007398
●肖家河沿街200平茶坊转，可做
餐饮接手盈利15881188319
●蜀汉路2楼800平米写字楼出租
电话13353366011
●北门茶楼800平转13084455958
●市中心旺茶楼转13551333946
●营门口350平茶转13540882790餐馆转让
●机投460平火锅转15202840373
●中餐170平低转18113136150
●华阳350平火锅转13980895915
●一环内600旺餐转13084449198
●转城西700平火锅15882148047
●建设路餐馆转让15228492112
●茶店子南街餐饮黄金旺铺转让
13688334509
●新会展旺餐转让,低房租,车位充
足,290平13198560755
●群星路120旺餐转15184337383
●中铁西城旺铺转13540705676
●市中心旺餐转18583965998
●耍都900平餐饮转15680107777
●交大凯德广场旁600平中餐口
岸好低房租车位足13882219077
●外双楠500平火锅18908070955
●海椒市旺餐500平, 一环路北四
段内侧旺餐700平,15388253168
●交大好口岸600平13908075884
●西门985平火锅租18780248646
●转市中400平中餐18113112275
●转280火锅店13982077287★★
转火锅店280青白江13881876612
●无转让费中餐转18281519200
●西门千平火锅店18048588237
●琉璃旺铺招租13438331566
●青羊769平火锅转13688389299店铺

●急转南门洗车场13881966186
●菜市场铺30平转15528013886
●转让东风路旺铺13982007412
●武侯保健会所转18981843237
●汽修及美容转让13808066343
●低价急转武侯大道双楠段305
平米铺面转让,电话13438820133厂房租售
●鑫和工业园标准厂房租售，紧邻
青白江八大市场，4008036599
●厂.库房场地出租15002833575
●蛟龙1.2万厂房租13558880505
●售高新西区土地18030738377

●北新线旁厂房，库房6万平方米
招租，可分租13458516833
●蛟龙港8400平工厂水电气齐可
供制衣制鞋电子类企业87076496
●龙潭总部经济城办公楼、库房优
价出租15390088099
●温江海峡科技园厂房15000平
出租水电气齐15882044508
●成渝立交4千厂库13689067949
●蛟龙港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成都市青白江佳飞市场旁2万平
米库房出租13981755666。

●航空港鞋城厂租18682698997

●三江25亩厂转让13505765796
●郫县现代工业港北边旁房2200
平地1000平动力电13258353300

●石板滩厂房出租13679055940
●出租羊安合法厂房●88011186
●新都木兰2500平13881869784

●金堂5千平厂房租13708006115

担保公司

房产抵押咨询

招商
●融灿投资好项目咨询85952803
●旺酒店租.转加盟13981716419

●低租十陵商办楼13908193839
●建筑工程装修寻总包垫资抵房
等其他形式分包13348950679
●收购出租车公司13198543600
●邛崃临邛工业园标准厂房租售
电话13882157830,4008326898
●快递物流招加盟4000056001

●金沙会所转让18628316277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