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1日， 中国食品餐饮
博览现场，2016湘酒发展高峰
论坛举行。湘酒的代表企业发
起了振兴湘酒的倡议， 酒鬼
酒、湘窖等企业纷纷在《振兴
湘酒》的倡议书上签字，誓要
为湘酒振兴贡献力量。

刘维平认为，湘酒当下走
出去的难度比较大，反倒是在
本土挖掘潜力是正道。 事实
上，湘酒企业已在往这些方面
发展。酒鬼酒就提出“省内重
点做”的市场策略；张可为表
示，湘酒抱团发展，首先是做
好自己， 只有自己做好了，才
能引领行业发展，才能夺回失
去的市场份额。

声音

湘酒抱团
签振兴湘酒倡议

对于酒鬼酒来说，2016年
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酒鬼酒成
功摘帽；中粮入主，中粮系高管
入主。

2月2日，酒鬼酒发布公告称，
江国金全票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董事长。在此之前，公司董事会
已经选举夏心国为公司副董事长，
聘任董顺钢为公司总经理， 聘任
李明为公司副总经理，以上三人
皆有中粮背景。董事长人选的尘
埃落定，标志着酒鬼酒的核心领
导职位已基本为中粮系人马占
据。

在经历前几年的低迷之
后， 酒鬼酒进行了战略的调整，

确立了“本土化”的战略；对产品
体系进行梳理， 并变革渠道模
式。 一系列的措施也起到了成
效，2015年，酒鬼酒业绩一路飘
红，并于今年4月顺利“摘帽”。

中粮系的入主，将给酒鬼酒
带来新的改变。2016年6月推出
新红坛酒鬼酒，这是中粮入主后
推出的首个单品，全面“嫁接”中
粮销售渠道，实现渠道资源共享。

在酒鬼酒的战略规划中，
也明确将“减单品、明主打、去
库存、强经销”作为可落地的方
案。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酒
鬼酒在产品战略和渠道战略还
有进一步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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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汨罗市水利建设基金筹集管理
办公室（原汨罗市防洪保安资
金征集管理办公室）不慎遗失
中国人民银行 2011年 11月 8 日
核发的机构信用代码证（证号：
B2043068100022450R），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肖继钢遗失长沙市岳麓区国家
税务分局 2002 年 7 月 15 日核
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102197607041037），发票购
领本，另遗失 2006 年商业行业
货物销售裁剪发票千元版存根
一本，票号 04770251—047702
75，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湖南博琨瑞康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发票，号码：04920929，
代码：4300151320，声明作废。 公 告

经董事会研究决定:于 2016 年
9月 13日解除顾国辉在湖南港
湘置业有限公司的所有职务，
其在外的一切活动均与公司
无关！ 特此公告！

湖南港湘置业有限公司
2016年 9月 18日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振兴建筑装饰材
料店遗失长沙市雨花区国家税
务局 2006年 10月 13日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42
619590614451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亘晟门窗有限公司遗失
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发
票代码：4300151320，发票号
码：05014588，声明作废。

◆袁娟身份证 4302041986090432
23 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云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专用发票二份，发票
代码 :4300154130，发票号码 :
00472221、004722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辉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遗失由长沙市天心区地方税务
局于 2011年 7月 19日核发的税
务登记证正本及副本，税号：
430103578612695，声明作废。

◆袁有清（女）身份证号（4301
02200502186541）出 生 医 学 证
明（E430318860)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市岳阳楼区东陵益寿堂大
药房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胡四平 13873036866

更正公告
2016 年 5 月 12 日、13 日、14
日在三湘都市报刊登的注销公
告中，将株洲欧特美交通设备
有限公司误登为湖南省株洲欧
特美交通设备有限公司，其它
内容无误，特此公告声明。

2016年 9月 19日

遗失声明
长沙市源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由长沙市开福区国家税
务局 2014年 12月 8日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4301
0532064214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雅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议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若芷，电话：18826471636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和钦烟酒商行遗
失已作废的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 4份,发票代码 4300163320,
发票号码 09862080,09862074,
09862075,09862061,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长沙菜菜子食品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张禹，电话：18707487709

遗失声明
长沙德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章和黄生妙法人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周杰于 2016年 9月 15日遗失身份
证 42108319840217393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乡市同鑫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由湘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8年 3月 8号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43038100000
2681；遗失国税及地税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4303816
70782996；遗失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本 ，代码 ：67078299 -6；
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3038100015350X；遗失中
国建设银行湘潭湘乡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532000153
502，以上证件声明作废。

◆吴贤玲遗失会计证，声明作废；
身份证号码 43092119960429046X。

遗失声明
华新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李娟遗
失注册监理工程师证，注册号：
43002501，有效期 :2017 -09 -
0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楚鑫砂浆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李小平，电话：15084764588

注销公告
长沙雷音电器贸易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张立勋，电话：13874858793

遗失声明
湖南力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普通发票 2份，发票代码 43
00154320发票号码 04298338、
042983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泉塘东来饭铺遗失由长
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核发的工商营业执照
副本 ， 注 册 号 ：430121600382
17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沸点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韦卫，电话：15974193889

注销公告
经长沙佳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
长沙市望城区新康乡湘江村
竹山组(任洪文私房) 。 联系人：
任晓佳，电话：18711018476

◆许超越遗失中南大学报到证，
证号：1151053302179，声明作废。

◆张定干遗失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证，证号 20154321043052319
900920541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中湘建设有限公司遗失建
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考核合格证书，编号湘建
安 B（2011）04000041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盛林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尹清，电话：13974916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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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君遗失武警湖南省消防总队
核发的警官证：湘消字第 0701
号，声明作废。

◆廖志琴遗失身份证，号码 4309
23198512166961，声明作废。

◆易文波，身份证号码为 430322
197912181913，全日制大学本
科学历，于 2003 年毕业于湘潭
大学化学学院化学专业，遗失
2003 年到浙江海正集团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的报到证一份，
特声明作废。

◆湖南工学院电气工程专业苏家
旺遗失报到证，证号：201511
528201373，声明作废。

◆段美娟（女），身份证号（42
0111197410107623）研究员职
称证明（A06121000000000033）
遗失，声明作废。

◆袁定阳（男），身份证号（43
011197003140479），研究员职
称证明（A06121000000000049）
遗失，声明作废。

◆胡光鸿遗失车辆合格证，合格
证 号 WCE070GN10027459
车架号 L6T7722S5GN039296
发动机号 G6NB02077，声明作废。

◆周新敏遗失位于渌口镇南江南
路百纺二栋的土地证，证号株
县国用（2003 第 1010 号），
声明作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李鹏飞报到
证 201510538203877，遗失作废。

◆阳波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03197907294534，声明作废。

◆宾进遗失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交强险标志 1300010000
1600583057，声明作废。

◆王斌遗失湖南师范大学毕业证
105421200805005040，声明作废。

◆李娆遗失身份证，号码 4305
2119990502098X，声明作废。

◆邹可遗失身份证，号码 4301
02199401112011，声明作废。

◆王健遗失身份证，号码 4304
04198102141511,声明作废。

◆王超 2016年 9月 8日遗失身份证
410305199311092519，声明作废。

资本动作频频 抱团先夺本土市场

“四金花”齐换帅，湘酒磨刀霍霍
系列报道之三

湘酒
复兴

2016中国食品餐饮博
览会日前在长沙举行， 湘酒
集体参展， 并签署《振兴湘
酒》倡议书。这成为湘酒抱团
发展的一个信号。

今年， 湘酒动作频频，
中粮入主酒鬼酒、张可为掌
舵湘窖、 联想控股武陵酒、
浏阳河低调复产……湘酒
“四金花”相继换帅，大资本
的进入， 本土化的定位，能
否助湘酒重夺市场份额，能
否让湘酒重现往日辉煌？

■记者 肖祖华

经历“停产风波”，沉寂一年
时间之后， 浏阳河酒业首次对外
发声。

7月2日， 浏阳河举行了浏阳
河新10年、15年两款新品发布仪
式，“低调” 地向行业宣布浏阳河
的重新归来。新组建浏阳河领导班
子， 由曾经在酒鬼酒任职的付耶成
担任执行总裁。

付耶成表示，浏阳河未来的方
向将首先立足本土市场， 再向外围
扩展， 主要利润来源为产品定制开
发、电商合作和理财产品。

从付耶成的讲话中，“联姻合
作”是重点，他提出“扬长避短，留
强去弱”，实施生产外包或者代工。
以靠近市场供应为原则，就近寻求
与优质白酒原产地或包装生产地、
物流集散地的中型白酒生产企业，
建立长期生产或代工合作。合作中
相机实施兼并或入股收购，实现低
成本、多样化供应链布局。

曾经的浏阳河酒是湘酒的一
面旗帜， 再次起航的浏阳河能否
再次“奏响”凯歌重塑辉煌，我们
拭目以待。

在业内人士眼中，酒企换帅有着
不同的意义，对于武陵酒来说，是资本
的注入和发展模式的提升。

6月4日，武陵酒·产品发布会
在裕湘纱厂举行。 这是武陵酒长
时间沉寂后的首次亮相。事实上，
联想控股武陵酒， 早在2011年便
已坐实，但此后消息寥寥。

省酒业协会流通分会秘书长
郑应平表示， 联想给武陵酒带来
的不仅是资本， 更是发展方式的
改变。 联想为武陵酒引入了互联

网思维，武陵酒利用互联网思维、
技术对白酒行业进行改造。

在渠道模式上，武陵酒通过缩
短渠道环节，形成厂家、终端、客户
的链条模式，把利益让给消费者。在
产品方面， 武陵酒把目标人群定位
为商务精英人士、 中产阶级的中坚
力量、未来的意见领袖。

从武陵酒对产品的重新设
计、对销售链条的改革、推出私人
定制模式等方面可以看出， 武陵
酒正回归做酒的本质。

湘窖一直致力于本土市场的
开拓，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旗下开口
笑品牌、 邵阳品牌系列产品业绩连
年增长， 特别是湘窖品牌系列产品
今年上半年超过30%的增长率。

今年上半年， 轩辕酒酷创始
人张可为被华泽集团任命为湘窖
酒业总裁。 从优秀经销商到湘窖
酒业的掌舵者， 这正说明湘窖酒
业在“本土化”上深耕的决心。省
酒业协会会长刘维平表示： 优秀

的经销商出身， 更加懂得消费者
的需求和喜好， 更加知道如何调
动经销商的积极性。

张可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湘窖酒业将坚持本土化
战略，稳步推进，适应新常态，对
产品线进行调整，高、中、低价格
段并举，更加符合消费者的喜好，
并让利于经销商。据张可为介绍，
湘窖酒业今年新成立了小酒光瓶
酒事业部，进行针对性突破。

中粮入主
酒鬼酒扩充渠道资源

浏阳河“低调”复产 推异地代加工模式

联想入主武陵酒 引入互联网模式

湘酒“四金花”相继换帅，欲重现辉煌。

启用优秀经销商 张可为掌舵湘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