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厂家简介：
贵州茅台镇喜来登酒业集团

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白酒生产、品牌
开发、 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司，
秉承茅台酒生产工艺。 公司理念：
质量第一、真诚待人、顾客至上、始
终如一、奉献社会。

问：请问此次为什么要开展每
箱 10 元申领 5000 箱茅台镇好酒
的活动？

喜来登张总：茅台镇原浆酒前
期在各大城市的市场试水，取得了
不错的反响。 我们希望正式打开全
国市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

多的消费者了解我们公司的茅台
镇好酒。

问：领取的酒质量有保证吗？
喜来登张总：当然，都是我们

在市场上很有竞争力的老品牌产
品。

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通过
宣传卖出去，而是 10元申领呢？

喜来登张总： 宣传方式很多
种，10 元领酒本身也是一种。 我们
选择了这种像卖应季水果一样，先
尝后买，并且服务到您家门口的广
告方式，证明我们对自己的酒的质
量有足够信心。 并且特别做了 12

瓶每件的包装，让朋友们抢到的酒
有机会分享给亲朋好友，大家都能
品尝到。 我们非常希望领到酒的消
费者如实分享他们的品尝心得，这
对我们喜来登集团茅台镇原浆酒
是特别好的宣传。

问：这次活动耗资巨大，作为
一个公司的 CEO，没有考虑过成本
问题吗？

喜来登张总：哦，心疼还是有
一点的（笑）。 但是我很认同一句古
话，有舍才有得。 我们送出去的是
5000 箱高质量好酒，带回的是上万
个好口碑，这是最难得的。 花费几

千万元， 能让更大的市场接受我
们，这完全值得。
活动详情：

1、本次活动为惠民活动，须拨
打电话报名， 花 10 元即可申领喜
来登酒业集团茅台镇原浆酒 1 箱，
一件（2箱）起发。

2、因发放数量有限，每个城市
限 5000箱，按名额先后顺序发放。

3、 由于此次活动纯属惠民活
动，领取时每箱快递邮费申领者自
理，就可以领取茅台镇原浆酒一箱
（原价 1788元）。

4、抢酒热线：400-157-8088

茅台镇原浆好酒，今天 10元喝一
箱，全国百姓真的沸腾了！

贵州茅台镇喜来登集团发放原浆好酒的
消息传出，闻讯者无不欢呼雀跃，但仍有部分
人表示怀疑：真的是全部每箱 10 元吗？ 为了
打消这部分人群的疑虑， 茅台镇原浆酒面向
全体消费者作出三大郑重承诺：

一、此次发放为价值 298元 /瓶的纯粮食 52
度茅台镇原浆酒，每箱 10元赠送给消费者，成本
费用由公司负担， 每箱的快递邮费需申领者自

理，每件 2箱（12瓶）起发。
二、发放的所有产品均由茅台镇大红高粱

和赤水河水经“三高、三长”工艺酿造而成，窖
藏 3年，才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三、全部酒品支持现场验货，如果您拿到
原浆酒， 发现描述及扫码价与实物有任何不
符，可当场拒绝接受并要求服务人员将整箱酒
带回，整个过程不花您一分钱。

开拓白酒市场，5000 箱贵州喜来登集团茅台镇原浆酒“10 元申领一箱”
贵州茅台镇喜来登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张总答消费者问

免费电话：

400-157-8088
全国送货上门

� �5000 箱茅台镇原浆酒在全国 10
元申领一箱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
发了全国各地的争抢风潮！ 北京、上
海、 大连……众多城市的分公司电话
不断， 接线员口干舌燥， 送货员跑到
腿软，仍旧无法满足消费者争抢酒的
热情。 本次抢定的茅台镇原浆酒在全
国各大一线城市限量投放，每个地区
限量 5000 箱，据统计，九成以上城市
发完后，仍有很大一部分群众因为没
有抢到酒， 和工作人员争论， 接线员
不得不一遍遍地反复解释， 数量有
限， 请没抢定到的消费者见谅。 有幸
领到的人纷纷表示，“便宜” 等不了，
电话要趁早！

好酒价格高不可攀
天价原浆老酒价值数千！
俗话说“男人如酒，越老越醇”。 餐桌上的纯

粮好酒，是流行的指针，更是成功人士个人品位
的象征。正因为此，一款名牌白酒，其价格往往高
达数千，让人“望而生畏”。

天价好酒虽然价格高不可攀， 但成本并没
有看上去那么高。全国白酒主管专业人士表示：
天价好酒的价格普遍由四块构成：分级代理、销
售利润、广告费用和制作成本，其中制作成本仅
占整体费用的 20%。也就是说，花相对低廉的价
格体验大牌的品质并非不可能，不过，这需要对
顶级白酒的材质和酿造有着深刻的了解， 非一
般人能够办到。

5000箱好酒 10元赠送一箱
让老百姓体验真正的茅台镇酒

在白酒市场销售一路凯歌的情况下，
茅台镇喜来登集团张总又做出了一个惊
人的决定。 他决定，将公司的这款主流原
浆酒———哲台坊茅台镇原浆酒，拨出 5000
箱，无偿赠送给爱酒人士，让众多老百姓
体验到茅台镇好酒的一流工艺。

这一大规模赠送活动耗资几千万元，
但茅台镇喜来登集团张总表示，鉴于我国
巨大的白酒市场潜力，这几千万推广费花
得是完全值得的。 他希望那 5000 名抢到
赠送酒的幸运者，能够如实的分享自己品
尝后的感受，让众口相传！

茅台镇喜来登酒业集团原浆酒
引发爱酒人士追捧风潮
茅台镇著名酿酒师张总， 曾在知名白

酒品牌公司担任酿酒技师， 茅台镇原浆酒
业年轻一代领军者。 2011 年，茅台镇喜来
登集团张总创办了自己的白酒品牌，这一
品牌以张总钟爱的这款品牌工艺为基础，
融入新潮特别的生产技术理念，一经推出，
立刻引发了白酒原浆酒界的风潮！

2016 年，茅台镇原浆酒正式进入全国
白酒市场。它媲美老茅酒的外观，新颖的优
级品质，在业内引发了一场“地震”，得到众
多爱酒人士追捧。

茅台镇原浆酒采
用茅台镇大红高
粱和美酒河赤水
河的水经高工艺
酿造。

茅台镇原浆
酒酒花细密，
经久不散，酒
香浓郁，入口
绵柔。

茅台镇原浆酒 高温
制曲形成耐高温产
香的微生物体系，高
温堆积发酵是利用
自然微生物，形成酒
的主要香味物质，高
温 馏 酒 温 度 高 达
40℃除去发酵过程
中的副产物或不利
物质，也是饮用不口
干的一个原因。

茅台镇原浆酒
有“三长”工艺，
基酒生产周期
长、大曲贮存时
间长、基酒酒龄
长，概括为二次
投料、 九次蒸
馏、 八次发酵、
七次取酒。

茅台镇原浆酒
瓶身系红丝带，
彰显五千年文
化经典。

茅台镇原浆
酒窖藏三年，
才发售到市
场上。

真正的茅台镇原浆酒，纯高粱在厂家 500 年
老窖池发酵酿造，经十七道工序，窖藏三年。

真正的大师级纯粮酿造，精选茅台镇大高粱
酿造，口感醇正，入口绵柔，口不干，不易上头！

真正的厂家直供，贵州茅台镇喜来登酒业集
团有限公司哲台坊茅台镇原浆酒，送货上门！

原厂 原装原瓶 原箱 品德 品质 品味 好酒微信扫码可快速查看商品原价

茅台镇原浆酒三大郑重承诺
原价1788元的粮食好酒，如今 10元得一箱！

注意：在湖南，仅限 5 天
10元抵1788元花

■ 本次 10 元发放活动时间限时 5 天，共计 5000 箱
■ 发放时间：7月 4日 ~7月 8日，早 8:30 至晚 6:00
■ 报名热线：400-157-8088�全国送货上门

10 元品鉴一箱；
每天前 50 名扫二微
码， 一次申购 10 组
再赠送两组（同款茅
台 镇 原 浆 酒 12 瓶
装）！ 关注微信，享一
次申购 5 组赠送一
组奖励。 湖南人民有
口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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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6月 13日文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