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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第七届上海酒类市场金樽酒品推广活动 

 

 

为了弘扬酒类文化，营造良好的酒类消费环境，推荐优质酒品，扩

大酒类消费，促进酒市场的健康发展，在家乐福、锦江麦德龙、卜蜂莲

花、易买得、大润发、沃尔玛、联华超市、华联超市、欧尚、农工商超

市、捷强连锁、家得利、世纪联华等商业龙头企业的支持下，在成功举

办五届金樽活动的基础上，上海市酿酒专业协会、上海糖烟酒茶商业行

业协会、上海连锁经营协会、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上海企业竞争

力研究中心等联合举办 2016 第七届上海酒类市场金樽酒品推广活动。 

  

一、主办单位：上海市酿酒专业协会 

              上海糖烟酒茶商业行业协会 

              上海连锁经营协会 

              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上海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 

渠道联办：家乐福、锦江麦德龙、卜蜂莲花、易买得、大润发、沃

尔玛、联华超市、华联超市、欧尚、农工商超市、捷强

连锁、家得利、世纪联华、红酒客 

指定市场调研单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指定行业研究机构：上海金楹企业信用征信有限公司 

全程报导媒体：新民晚报、上海商报 

媒体支持：  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新闻晨报、东方早报、 

青年报、劳动报、东方网、上海热线、新浪网、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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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酒类市场金樽活动组委会 

 

主  任： 刘荣明    上海市商业联合会             副会长、秘书长 

                   上海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          理事长 

副主任： 卢荣华    上海市酒类流通行业协会         名誉会长 

委  员： 陈国昌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黄酒分会      理事长 

吴建华    上海市酿酒专业协会              秘书长 

         胡善斐    上海糖烟酒茶商业行业协会        秘书长 

林  宪    上海连锁经营协会                秘书长 

陈娟娟    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会长助理、副秘书长 

段福根    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 

范林根    上海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          主  任 

冯学军    红酒客                          首席营运官 

杨  凯    一号店                          采购经理 

潘肖颖    沃尔玛华东百货公司公司          事务部经理 

王  珂    法国欧尚超市集团中国区采购中心         饮料酒全国采购经理 

谢晓晨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苏醒明    华联吉买盛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采购主管 

费福灵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集团）连锁有限公司   营运部市场主任 

黄  哲    卜蜂莲花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烟酒采购经理 

蔡军锋    上海联华超级市场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管理部经理 

沈育琦    上海世纪联华超市发展有限公司 商品杂货部谈判 

金筱伟    上海家得利超市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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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动宗旨： 

1、弘扬酒文化，构建市场良好环境； 

2、营造好氛围，促进酒类健康消费； 

3、宣传酒品牌，助推企业市场拓展。 

 

三、活动亮点： 

1、专业机构主办，行业专家指导，广大消费者投票推荐； 

2、整合社会组织、研究机构、宣传媒体、行业专家等资源，搭建公

益宣传和交流平台； 

3、集市场调研、社会发布、企业宣传、市场促销、同业研讨、精英

交流于一体，内容丰富精彩； 

4、强有力的媒体支持和强大的宣传计划，全面提升酒类品牌影响力； 

5、打通酒类市场和消费主渠道，直接提升产品市场业绩； 

6、五届成功举办，酒类企业及消费者广泛认可。 

 

四、活动原则： 

1、公平、公正、公开、公益； 

2、自愿申报参加推广活动； 

3、入围依据主要是 2015 年申报企业和产品在上海市场的业绩和专家、

同业、消费者的评价； 

4、报名、评价、审核全过程免费，企业推广宣传按宣传计划如实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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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加对象： 

在上海市场流通的白酒、葡萄酒、黄酒、啤酒、洋酒、果露酒（预

调酒）等品牌企业和酒类经销商（含酒类电子商务企业）。 

 

六、推广类别： 

1、特别推荐：2016 年度酒类市场金牌佳酿； 

2、综合类：2016 年度酒类市场畅销酒品； 

3、专业类：2016 年度酒类市场新锐品牌； 

2016 年度最受消费者喜爱的电商酒品； 

2016 年度最受消费者喜爱的进口葡萄酒； 

2016 年度最受消费者喜爱的进口啤酒； 

4、渠道类：2016 年度酒类市场最具实力经销商； 

           2016 年度酒类市场最具影响力电商平台； 

说明：酒类分白酒、葡萄酒、黄酒、啤酒、洋酒、果露酒（预调酒）等 

      六大类。 

 

七、入围及推广宣传计划： 

（一）特别推荐：2016 年度酒类市场金牌佳酿（分摊宣传费用 3.8

万元/项） 

1、以行业、消费者推荐和企业申报相结合的方式，确定初步推荐名

单； 

2、以品牌影响力、酒品质量、类别代表性为标准，通过网络、报纸、

DM 等形式让消费者投票，专家审核，每大类 3 项为限额，确定该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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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名单； 

3、《新民晚报》等主流媒体公告宣传； 

4、《2016 金樽酒品消费指南》彩色二页广告宣传，专题报道一篇； 

5、专门制作金樽酒品 DM5 万张，醒目大幅 LOGO 宣传，在酒店和

超市发放； 

6、专门制作金樽酒品海报 2000 张，醒目大幅 LOGO 宣传，在酒店

和超市张贴； 

7、超市门口醒目处金樽酒品展架 300 个，醒目大幅 LOGO 宣传； 

8、合作媒体专题报导一篇 1000 字，照片一张； 

9、优先参加金樽酒品展销、品鉴会、论坛等并 6 折优惠； 

10、优先联系推荐超市设摊、飘旗宣传，优先参加联办超市酒店酒

类促销活动。 

（二）综合类：2016 年度酒类市场畅销酒品（分摊宣传费用 2.8 万

元/项） 

1、以行业、消费者推荐和企业申报相结合方式，确定初步推荐名单； 

2、以市场销量、品牌美誉度为标准，通过网络、报纸、DM 等形式

让消费者投票、专家审核，每大类限 5 项为限额，确定该大类入围名单； 

3、《新民晚报》等主流媒体公告宣传； 

4、《2016 金樽酒品消费指南》彩色 2 页广告宣传； 

5、金樽酒品 DM，大幅 LOGO 宣传； 

6、金樽酒品海报，大幅 LOGO 宣传； 

7、金樽酒品超市展架，大幅 LOGO 宣传； 

8、合作媒体专题报导一篇 6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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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优先参加金樽酒品展销、品鉴会、论坛等并 7 折优惠； 

10、联系推荐超市设摊、飘旗宣传，优先参加联办超市酒店酒类促

销活动。 

（三）专业类：2016 年度新锐品牌、最受消费者喜爱的电商酒品、

进口葡萄酒、进口啤酒（分摊宣传费用 2.0 万元/项） 

1、以行业、消费者推荐和企业申报相结合方式，确实初步推荐名单； 

2、以酒类新品、电商酒品、进口葡萄酒、进口啤酒大类的品牌知名

度、行业美誉度和销量为标准，通过网络、报纸、DM 等形式，让消费

者投票、专家审核，每大类限 5 项为限额，确定该大类入围名单； 

3、《新民晚报》等主流媒体公告宣传； 

4、《2016 金樽酒品消费指南》彩色一页广告宣传； 

5、金樽酒品 DM，中幅 LOGO 宣传； 

6、金樽酒品海报，中幅 LOGO 宣传； 

7、金樽酒品展架，中幅 LOGO 宣传； 

8、优先参加金樽酒品展销、品鉴会、论坛等，并 8 折优惠。 

（四）渠道类：最具实力经销商、最具影响力电商平台（分摊宣传

费用 1.0 万元/项） 

1、以行业、消费者推荐和企业申报相结合，确实初步推荐名单； 

2、以行业影响力、行业美誉度、酒类流通量为标准，通过市场调查、

专家审核、每大类限 10 项为限额，确定该大类入围名单； 

3、《新民晚报》等主流媒体公告宣传； 

4、《2016 金樽酒品的消费指南》黑白一页广告宣传； 

5、合作媒体专题报导一篇 6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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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优先参加金樽酒品展销、品鉴会、论坛等，并 8 折优惠。 

 

八、活动程序： 

1、行业组织、流通消费单位和市民推荐，企业申报； 

2、申报企业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 

3、结合申报类别对应要求，由活动办对材料初审； 

4、专业调研，研究机构对申报企业进行第三方评估； 

5、通过问卷、网络，组织消费者投票； 

6、专家委审核； 

7、召开金樽论坛，颁发入围铭牌、证书，并广泛宣传。 

 

九、企业申报材料 

1、申报表、参加企业承诺书； 

2、营业执照复印件、酒类经营许可证、卫生许可证； 

3、注册商标证明； 

4、行业调查表； 

5、参加产品实样 3 份； 

6、体现品牌、产品、企业风采的文字（600 字），照片 2-3 张； 

7、已获相关荣誉证明供参考。 

说明：（1）申报表、参加企业承诺书、调查表样式可从 www.shecs.org

下载，可复印并请盖章，连同其他材料装订成册； 

     （2）主办单位承诺所有材料仅用于活动用途，不用于商业用 

途，不对外传播； 

        （3）企业和产品介绍、商标 LOGO、企业和产品照片、广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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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资料请以电子邮件形式发至活动办（info@shecs.org）。 

 

十、活动时间： 

1、2015 年 9-12 月，主办单位调研阶段； 

2、2016 年 5 月 31 日，参加报名截止； 

3、2016 年 5 月 15 日-5 月 31 日，第三方评估； 

4、2016 年 5 月 25 日-6 月 10 日，消费者投票，专家审核； 

5、2016 年 6 月下旬，社会公示；揭晓，金樽论坛； 

6、2016 年 6 月以后，相关活动并广泛宣传。 

 

 

 

 

 

 

 

 

 

联系：上海酒类市场金樽酒品办公室 

地址：上海浦东浦电路 489号由由燕乔大厦 409室   邮编：200122    

电话：021-51313680                       传真：021-51313688 

网址：www.shecs.org                    E-mail：info@shecs.org 

 

mailto:zliujing@126.com
mailto:info@she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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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专家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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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樽活动审核会议 

 

 

 

 

 

 

 

 

 

 

 

 

 

 

 

 

 

上海市商业联合会副会长、秘书长 

上海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  理事长   

刘荣明 

上海酒类流通行业协会 

名誉会长      卢荣华 

上海市酿酒专业协会 

秘书长      吴建华 

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        段福根 

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会长助理、副秘书长 

陈娟娟 

 

上海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范林根 

一号店 采购经理 

杨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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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金樽活动卖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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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上海酒类市场企业经营调查表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盖章）         地址                         

邮编            负责人                   联系人                 

部门                 职务                  电话                 

传真                 网址                  邮箱                 

 

二、业务情况 

1、经营酒类品种（可多选）： 

□白酒   □葡萄酒   □啤酒   □黄酒   □洋酒   □果露酒 

2、经营品牌：1、             2、               3、              

3、（生产企业填写）2015 年度产值                             万元； 

产量                      吨；销售额                      万元。 

4、2015年度上海市场销售额     万元，其中，超市卖场渠道    万元， 

餐饮渠道               万元；其他渠道                     万元。 

5、2015年度上海市场主打品种： 

名称1       进入上海时间      2015年度上海市场销售额     万元。

名称2       进入上海时间      2015年度上海市场销售额     万元。 

名称3       进入上海时间      2015年度上海市场销售额     万元。 

6、2015-2016年上海市场新上市品种: 

1                ，2015年上海市场共计销额               万元，

2016计划销售额               万元； 

2                ，2015年上海市场共计销额               万元，

2016计划销售额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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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与建议 

1、您认为贵司在上海市场经营的最大优势是（最多选三项）：          

1）产品质量      2）品牌影响     3）广告与营销     4）团队力量  

5）超市卖场渠道   6）餐饮渠道     7）团购     8）产品不断翻新   

9）价格优势       10）其他          

2、2015年度上海市场宣传营销费用         万元，其中主办或参与的

具有影响力或感觉满意的宣传活动                                             

                                                             。 

3、公司或该品牌历年获得的国家和省市级荣誉：                    

                                                               

                                                             。 

4、2016年公司在上海市场计划有哪些重大举措                                          

                                                                      

                                                               

5、当前上海酒类市场的问题和对策                                     

                                                                     

                                                             。 

6、对本次活动的意见和建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