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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红
旗商场（红旗连锁的前身）里面的酒
水专柜总是客人最多的地方，那时候
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久，虽然这里陈
列的品类不多，但是文君酒确实是当
时市民非常认可的产品，与其他品类
相比，文君酒也是卖得比较快的一个
产品。”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曹世如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辉煌
红旗商场每周都要补货

根据曹世如的回忆，当时作为成
都最大的本地土特产的商场，几乎每
周都会让文君酒厂家补货，而其他品
类的酒水补货周期相对较长。

除了红旗商场，在离成都近800
公里、两天车程的色达县，依然能找
到文君酒的身影。

在1988年的6月，美丽的格桑花
开满了色达的草原，一个年轻人刚
刚转正，于是他花了10块钱（相当于
十分之一的工资）在当地的食品商
店买了一瓶向往很久的文君酒，用
来庆祝。

“由于地理位置偏远，海拔较高，
只有有实力的外地白酒品牌才能将
产品送来，当时在这里销售的白酒品
种大约有10个，当地人更多消费1元
左右一瓶的江津白酒等，只有在特殊
的日子或者聚会，我们才会奢侈一
把。”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那个年代，大肚文君是豪华型的
配置，绿色大肚上的卓文君，也是一
代人的回忆。

文君酒厂一位退休员工向成都

商报记者透露，文君酒在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销售收入就突破2亿元，风头
很盛，市场份额优势明显，比如在成
都市场就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

据了解，因为文君酒当时热销，来
酒厂拉酒的车队排得很长，酒厂那条
东街都被拉酒车碾压到不得不大修。

曹世如回忆说，1992年以后，中
国白酒行业的商业运作模式开始翻
新，有的品牌主动跟红旗商场谈如何
一起做促销，一些外地品牌也主动联
系，希望能通过红旗的渠道推销产
品。在这个阶段，文君酒厂好像没有
太主动地寻找一些新的营销模式和
商业推广手段，“大概在90年代中期，
在红旗的销量好像逐渐减少了。”

此外，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
中国球市强势崛起，随着四川全兴队
征战甲A，全兴酒像黄色旋风一样，席
卷市场，而文君酒厂却陷入资不抵债
的困境，文君品牌也慢慢淡出了人们
的视野。

落寞
酒厂改制，股权几度易手

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企业实行
改制，2000年文君酒厂被蓝剑集团出
资1.2亿元收购。2001年，剑南春持股
62%成为文君酒的控股方。直至2004
年，才扭亏为盈实现600多万的净利
润。2007年，世界知名奢侈品集团
——轩尼诗出资2500万欧元（折合成
人民币近2亿）收购了文君酒55%控股
权。但到了2015年，轩尼诗又打算撒
手走人。

上个世纪，中国名酒在评酒会的

舞台上争奇斗艳，异彩纷呈。距离现
在最近一次的名酒评选是1989年的
第五届名酒评选会，这是国内名酒标
杆的顶级“竞技场”。一旦能获得国家
级奖牌，不仅知名度提升，产品价格
也会大大提高。

当年，风头正盛的文君酒凭借
实力入选国家名酒序列。根据一位
当时担任评委的人士向成都商报
记者透露，文君酒厂厂长因为一些
原因，并未进京领奖，于是中国18
大名酒最终成为了现在的17大名
酒，文君酒错失了一次大大提升品
牌的机会。

“轩尼诗收购文君酒之后，给文
君酒带来了许多改变，用奢侈品的方
式，真诚地打造这个品牌。”曾经在轩
尼诗主政文君酒期间，担任总工程师
的调酒大师吴晓萍回忆，虽然沉寂
了很长时间，名酒评选结果显示，文
君酒仍然拥有与茅台、五粮液、泸州
老窖、剑南春、郎酒等齐名的中国18
大名酒的实力，品牌基础还在。

轩尼诗收购文君酒，初衷是建立
一个奢华白酒品牌。

于是轩尼诗深度挖掘文君故事，
耗资数亿建成文君酒庄，用材考究，
力推调酒师，给消费者讲故事，营造
文化氛围，让消费者产生好感。

对于轩尼诗的撤资，有媒体分析
认为：“轩尼诗为文君酒业的长期发
展打下了基础，但收支不平衡的营销
使轩尼诗只好选择卖掉文君。”

但吴晓萍向成都商报记者透露，
白酒行业的调整过程中，与其他品牌
比，文君酒并没有出现大的下滑，挺
过行业寒冬后，呈现上涨趋势的时
候，为什么要撤资，至今让人费解。

求变
发布新战略，定下10亿目标

但无论怎样，轩尼诗入驻，还是
给文君酒带来很大改变。

截止到轩尼诗退出，文君酒产
能6000吨，而2009年时任文君酒业
总裁叶伟才接受采访时透露，当时
文君酒产能为2000多吨，真正可以
用于生产文君酒的大概只有500~
600吨。2008年文君酒绿色环保锅炉
房 竣 工 ，提 高 了 能 源 利 用 效 率 ，
2013年文君酒生产区二期工程竣
工，可提升60%的产能，并持续投资
基础建设。

与此同时，轩尼诗通过改善品
质，生产出售价1000元以上的产品。
与此同时，吴晓萍对酒体设计和创
新，推出了天弦、大师甄选55等高端
产品，至今仍受一线城市高端酒消费
圈层的青睐。

如今的文君酒回归到剑南春，经
过2016年的整改，在2017年11月3日，
发布了新战略：主攻100~300元价格
带的真藏系列新品；文君酒此次打出
了一张“情怀牌”，并定下了3年实现
10亿跨越的新目标。

此外，在今年糖酒会上，成都商
报记者在文君酒展区看到了几款新
品，包装、瓶型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一致，价格在80~100元。

成都商报记者通过多条渠道联
系文君酒厂，希望正面采访，截至记
者发稿时，没有得到回应。有内部人
士向成都商报记者透露，目前酒厂尚
处在整改和调整阶段，不方便接受媒
体采访。

除了文君酒，邛酒还有一
些不错的品牌，“渔樵仙”就是
其中之一。

2012年5月，成都市新增
了15个“中国驰名商标”，四川
省渔樵（集团）有限公司“渔樵
仙”商标就是其中之一。

邛酒业内人士介绍，2012
年前后，很多餐饮店都可以看到

“渔樵仙”的红灯笼，尤其在成都
和邛崃，“渔樵仙”品牌投资力度
很大，初步估计营销投入上亿。
而后随着整个行业进入调整期，
渔樵仙逐渐沉寂下来。

不少有名的白酒品牌在邛崃

在对邛崃酒业市场的调
查中，记者发现，除了文君和
渔樵仙，有缘坊、金六福、古
川、临邛，甚至“川酒”这个品
牌，也掌握在了邛崃酒类企业
的手中。

邛崃市临邛工业园区管
理委员会主任崔艳表示，邛崃
不缺优秀的白酒品牌，会根据
前期对品牌的梳理建立三个
梯队，进行全面打造。

根据崔艳的介绍，这三个
梯队分为：全国品牌梯队、优质
地方品牌梯队和新创品牌梯
队，其中全国品牌包括：文君
酒、全兴酒、水井坊等，优质地
方品牌包括：渔樵仙、有缘坊、
古川、川酒、金六福等；新品牌
主要集中在“菁蓉酒谷”孵化
器，包括崃一口、奔月等利用互
联网思维打造的产品。除了将
品牌企业集中在产业园和孵化
器以外，还将出台一系列的扶
持政策，给予多方面的支持。

酒企渴望做大自己的品牌

然而，成都商报记者对多
家酒类企业走访后发现，虽然
做大自己的品牌是邛酒企业
和地方政府摆脱邛崃多年来
替他人做嫁衣状态的共识，但
具体操作起来存在很大困难。

有缘坊酒厂厂长王世荣

指出，有缘坊酒业从2014年
开始，与曾打造出四川全兴
队和水井坊品牌的黄建勇团
队结盟成合伙人关系，黄建
勇负责品牌酒的运营和打
造，但是从销售比来说，目前
有缘坊酒厂的销量还是主要
依靠原酒销售，“品牌酒的附
加值和利润非常高，但是品
牌打造需要巨大的投入。”

渔樵仙高层向成都商报
记者透露，目前在整个行业出
现回暖情况下，已全面恢复四
个原酒生产基地的生产，但是
谈及品牌的进一步打造，该高
层则表示，目前还是先恢复产
能，做大原酒销售，品牌恢复
计划还在“讨论中”。

业内人士指出，从2017
年开始，整个白酒行业的复
苏主要靠名酒企业带动，巨
大增长背后，作为“中国最大
白酒原酒基地”的邛崃，自然
会带动多年来替他人做嫁衣
的原酒企业高速增长。

“对于前几年低迷的邛
崃原酒企业来说，通过对这
些名酒企业的原酒供给尽快
变现，才是快速恢复最重要
的举措。”一邛酒管理部门的
相关负责人指出。

当然，与渔樵仙等知名邛
酒企业的低调相比，也有一些
资金充裕的邛崃原酒企业有
了发展自己品牌的想法。

5月10日，万世缘酒业连
锁店正式在邛崃县城开业，
这也是邛崃宜府春酒厂在全
国范围内成功打造了400多
家琴台海肆过后，第二个品
牌酒连锁店了。

“作为一家年产超过2万
吨的民营原酒企业，做品牌
一直是我们的夙愿，但是企
业要生存，原酒优势不能丢，
要避开我们提供原酒的其他
名酒企业的市场交锋，于是
通过自营品牌连锁的方式，
算是我们做品牌‘稳中求进’
的策略。”该项目负责人简平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邛酒的品牌并不少，有文
君和渔樵仙，还有缘坊、金
六福、古川、临邛，甚至“川
酒”这个品牌，也掌握在了
邛崃酒类企业的手中。

行业
观察

品牌的渴望品牌的渴望
这里不缺优秀白酒品牌
但品牌升级之路还很难

上个月刚刚披露完的白
酒类上市公司年报显示，除
*ST皇台、金种子酒与青青稞
酒亏损外，绝大部分白酒上市
公司业绩亮眼，茅台、五粮液、
泸州老窖等一线酒企更是一
骑绝尘。中信白酒指数中，19
家白酒上市公司公布的2018
年一季报，有18家净利润同比
增长，其中有7家上市公司净
利润增长同比超过50%。其中
净利润增幅前三名的为舍得
酒业、顺鑫农业和老白干酒，
增 幅 为 102.54% 、94.61% 、
80.96%。统计显示，19家白酒
上市公司共在账上沉淀了货
币资金1562.68亿元。

成都达观投资有限公司
首席分析师徐祥华分析认
为，品牌的打造除了在营销
上花费人力物力以及一些差
异化营销方式和传播手段
外，有策略地引入社会资本，
是一种效率非常高的方式。
比如以五粮液集团旗下的服
务公司为例，鼎盛时期曾通
过独立开发200多个子品牌，
引入社会资本，将品牌的价
值最大化。

2018年3月，糖酒会期间，
环球佳酿高调宣布拟投入50
亿打造一系列邛酒的品牌。前
景如何，令人期待。

成都商报记者 徐雅玲

中国酒业在深度调整中走过了5
年，复苏迹象显现。2018年是白酒产业
深度调整的第6年，也可谓转折年。

作为四川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的
“川酒”，最近一次统计数据显示，年利
润211.6亿元，列全国第二。除了五粮
液、泸州老窖、郎酒、水井坊、沱牌这样
的名酒带来巨大经济收益和指标贡献
以外，邛崃，作为“中国最大白酒原酒
基地”，拥有30万吨的原酒产能，其原
酒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产白酒的地
方，对于中国白酒产业发展意义重大。

然而，与“中国最大白酒原酒基
地”地位不相匹配的是，邛崃几乎没有
像五粮液、泸州老窖这样的知名白酒
品牌，个中缘由值得探究。从今天起，

成都商报将陆续推出“问
诊邛酒”系列报道，回顾
邛酒发展历程，探寻邛酒
未来发展。

要走多久
从原酒到名酒
邛崃拥有中国最大白酒原酒基地
不仅仅“替他人做嫁衣”，邛酒思变

文君酒在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销售收入就突
破2亿元，风头很盛，在成
都市场占据着优势地位。
红旗商场几乎每周都会
让文君酒厂家补货。来酒
厂拉酒的车队排得很长，
酒厂那条东街都被拉酒
车碾压到不得不大修。但
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
中期，酒厂资不抵债，文
君品牌慢慢淡出了人们
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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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将邛酒品
牌梳理成三个梯队

全国品牌梯队：
文君酒、全兴酒、水
井坊等

优质地方品牌
梯队：渔樵仙、有缘
坊、古川、川酒、金六
福等

新创品牌梯队：
主要集中在“菁蓉酒
谷”孵化器，包括崃
一口、奔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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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文君失落的文君
曾经多么辉煌就有多么落寞

中国从来都是一个不缺少美酒的国度，而
四川的美酒享誉中外。文君酒作为邛酒的
品牌代表，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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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引入社会资本
能高效地打造品牌

邛崃一家酒厂储存的原酒

工人师傅正在制作白酒 资料图片

“大肚文君”是一代人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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