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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Market

E
Shi chang feng biao

市场风标

◆导报记者 谢卫振

通 讯 员 李国锋

6月11日下午，历经20年品质

积淀、坊间一度热议的古贝春

“水晶白版”酒终于在济南揭开

她神秘的面纱——— 在济南山东大

厦金色大厅，由中国酒业协会指

导，山东省食品工业协会、山东

省白酒协会、山东省糖酒副食品

商业协会主办，古贝春集团有限

公司承办的，以“新高度、新价

值、新征程”为主题的“首届中

国高价值光瓶酒高峰论坛暨古贝

春水晶白版首发式”隆重举行。

行业协会领导、著名白酒专家、

20余家媒体朋友、古贝春经销商

代表、古贝春集团领导班子成员

400余人与会，共同见证古贝春这

一高端光瓶酒的问世盛典。此次

会议标志着古贝春携手“水晶白

版”和“中度酱香”双白版，步

入高端光瓶酒2 . 0时代。

“白版”俗称“古贝春内招

酒”，作为古贝春的超级单品，

20年来完成了从内部流通到规范

化注册再到今天的升级版问世的

涅槃之变，而仅凭消费者的口碑

相传，该产品就享誉大江南北，

确实可称得上是中国白酒的“经

典传奇”。

传奇的背后，是白版酒20年

稳中递进的卓然品质。“采用五

粮液生产工艺、低而不淡、入口

柔和、醉得慢、醒得快、不口

干、不上头”是这款酒品质的关

键特征。而令古贝春的当家人周

晓峰和“内招酒”的研制者———

中国白酒大师吴兆征，甚而古贝

春的领导层都始料不及的是，研

制这款酒的初心只是为了做一款

“不浪费、喝好酒”的内部食堂

招待用酒，如今却成了炙手可热

的超级单品。无心插柳，也许正是

这样的初心，才为古贝春白版的厚

积薄发注入了纯粹的高贵基因。

与“水晶白版”携手登上庙

堂之高的姊妹花“中度酱香古贝

元白版”，同样是古贝春集团历

经36年酱香研发与生产的终极代

表作。该酒经中国白酒大师吴兆

征领衔的创新团队3年打磨，20多

轮次白酒专家和消费者的品评，

在降度的基础上完美保留了香气

的丰满、酱香的优雅，让口感更

舒适，获得了酒体的完美平衡。

该酒在去年11月18日上市，获得

消费者的一致好评。

时至今日，古贝春步入高端

光瓶酒2 . 0时代。

“白版酒融合了‘低醉酒

度’的身体体验与‘极简主义’

的消费主张为一体。”古贝春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周晓

峰在回顾白版酒的研发过程后，

一语道破白版酒的的成功密码。

他指出，古贝春浓香、酱香双白

版的问世，是“守正创新”的结

果。对此其有充足的底气：一是5

万亩原粮基地提供的高标准原

粮，保障每一滴原酒至真至醇；

二是名厂合作的技术背书与大师

匠心的倾情演绎，确保白版酒的

勾调时刻技高一筹；三是雄厚的

原酒产储实力与3年以上老熟周

期，确保了酒质更加醇厚柔和。

“不忘初心才能行稳致远，白版

2 . 0时代，我们真诚希望与大家一

道演绎中国高价值光瓶酒的别样

精彩。”周晓峰最后说道。

中国酒业协会原副理事长赵

建华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他指

出，古贝春水晶白版和去年推出

的中度酱香古贝元白版，都高度

契合了行业发展趋势与消费市场

走势。凭借大道至简、雅致从

容、简约而不简单的特质赢得了

消费者信赖。这得益于古贝春公

司与茅台、五粮液的技术合作，

并始终不断、孜孜以求地进行工

艺改良。赵建华对古贝春集团发

力浓香、酱香两大市场充满信

心。“希望古贝春集团继续坚持

质量创新、品牌创新、科技创

新、工艺创新，不断优化白版酒

价值体系，全力在品牌、技术、

创新、管理等方面实现跨越式发

展，真正扛起光瓶酒发展的大

旗，不遗余力地为中国白酒的发

展 尤 其是鲁 酒 的 振 兴 贡 献 力

量。”赵建华说道。

会上举行了水晶白版上市启

动仪式。相关领导及行业专家等

共同上台见证了这一经典时刻。

随后，水晶白版在模特的簇拥下

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在现场播

放的品酒视频中，著名白酒专家

黄业立、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

院副院长张五九、著名白酒专家

梁邦昌先后从不同角度发表了自

己的看法。黄业立对古贝春和五

粮液、茅台两大名优厂家合作给

予高度评价，他认为是古贝春率

先创造了裸瓶酒文化，这种创新

难能可贵；张五九从科研角度对

古贝春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古

贝春的高品质、高品位得益于传

统工艺的坚守、工匠精神的传承

和雄厚的技术创新能力；梁邦昌

则评价该酒“既柔顺又丰富，具

备了品质的特点、形象的视点和

核心价值的卖点”。

会上，中国白酒大师、古贝

春集团总工程师吴兆征对水晶白

版进行了产品研发历程及品质特

点的现场解读；古贝春集团副总

经理、销售公司总经理张洪昌就

古贝春水晶白版的招商政策、新

运作模式、路径、关键动作等作了

阐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

歌学会常务理事桑恒昌到会祝贺

并分享了与古贝春的不解之缘。

在最后的高端对话环节，著

名白酒专家梁帮昌，山东省食品

工业协会会长郭友武，山东省白

酒协会会长姜祖模，山东省糖酒

副食品商业协会会长薛剑锐，华

夏酒报、中国酒业新闻网总编辑

韩文友及凤凰网山东区董事长兼

CEO刘雷针对高价值光瓶酒行

业、市场、品质、营销及经销

商、消费者的认识等方面展开对

话。智达天下咨询机构董事长张

学军主持对话。

水晶白版首发式在济举行 古贝春步入高端光瓶酒2 . 0时代

古贝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周晓峰

随着“6·18”临近，

各平台都发放了很多优惠

力度较大的优惠券。例

如，有的优惠券可直接当

50元现金用，有的是满

500减150的优惠券，有的

甚至给出了满200减100、

满2999减1000的优惠券。

不过，这种大额优惠

券，你是不是总抢不到？

是电商平台有猫腻，还是

真有人运气好？

经济导报记者在调查

后发现，平台并没有什

么猫腻，大额优惠券都

被少数人用“其它”方

式抢到自己手中，然后再

通过代购的方式加价卖给

了消费者。

抢券神器现身

“是不是以为只是运

气差、手机卡顿、手速

慢，很多优惠券你就没抢

到过？”资深网购达人王

娟说，“以前我也是盯着

电脑抢大额优惠券，后来

才知道有种东西叫‘抢券

神器’。”

据介绍，在电脑上安

装这款抢券软件后，就可

将软件嵌入到浏览器中。

当优惠券商品倒计时，用

户点击抢券软件内的“秒

杀”键，可以提前预约抢

券时间。这款软件可以预

约抢天猫、淘宝的店铺限

时满减券，并且不限制使

用频次。

经济导报记者在闲鱼

发现，有不少卖家专门出

售各种“抢券神器”“抢

券工具”，价格从2元到

30元不等。

一位名为“Tom老

鼠”的卖家表示，他已经

卖出了几百个这样的抢券

软件。“用户在看到优惠

券信息出现时，虽然拼命

按下按钮或者验证选项，

但是依旧会有延迟。但软

件就不会了，会在几毫秒

内‘按下’按键，甚至完

成防作弊验证。”

大额优惠券加价卖

与王娟不同的是，济

南网购达人琳琳直接在网

上找人代购，付出很少的

代价就可以使用大额优惠

券购买心仪的产品。

琳琳告诉经济导报记

者，以前也是抢大额优惠

券，但同样抢不到。后来

有次偶然的机会发现，在

淘宝和闲鱼上有不少卖家

手中有各种大额优惠券，

代下单就是用卖家的折扣

券帮他下单，然后再收点

手续费。

“假如我要买的某正

品化妆品原价是600元，

他手里有满500减200的

券，手续费30元，那我需

要在闲鱼上拍下卖家生成

的 4 3 0元链接。”琳琳

说，“当我检查无误收货

后，便将430元支付给对

方，完成交易。”她表

示，算上给代下单卖家的

手续费，折扣往往还蛮大

的，所以对于经常购买大

件儿的买家来说，的确很

划算。

经济导报记者在淘宝

和闲鱼上发现，代拍的产

品不仅仅是在天猫平台，

可以说几乎涵盖了整个零

售行业。从线上的京东、

苏宁以及华为商城，到线

下的KFC、德克士以及各

大商超的优惠券都有。

“一般来说，服装鞋

帽的手续费在5—20元不

等，看折扣力度大小，数

码产品的手续费比较高，

50元起步；有些比较大额

的优惠券就100元起步，

如满2999减1000这样的优

惠券。”一位名叫“小小

的晓晓”的闲鱼店主说。

虽然看似卖家和买家

都得到了实惠，但济南风

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马洪

源认为，风险也不小。

“建议消费者不要随意购

买这些二手的优惠券，更

不要将个人的信息交给

‘代购’卖家，因为你的

个人信息可能会被诈骗团

伙所收集。” (书燕)

◆导报记者 吴淑娟 济南报道

网红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逐渐

引发各界关注。

近日，参天制药FX、PC等日本

“网红眼药水”因含有会对心血管

造成压力的成分被加拿大禁售，但

国内电商平台上仍在销售。

网红眼药水有风险

据了解，由于被专家质疑会对

心血管造成压力，存在安全风险，

加拿大对包括参天制药FX、PC等在

内的多款日本眼药水品牌实行禁

售，新加坡也将禁售此类产品。

经济导报记者11日发现，目前

在阿里健康海外旗舰店、京东海囤

全球平台、小红书自营商城、淘

宝、京东多个第三方平台的店铺

中，这两款眼药水仍然在售，售价

约为每瓶70-80元人民币。

在天猫国际进口超市，日本参

天进口FX清凉眼药水交易火爆，月

成交1 . 7万笔、评价6万笔。而且，

目前这款产品正参加天猫618大促活

动，可享受 2件 5折、 3件 4折的优

惠。而在京东商城，多家海外专营

店关于这款眼药水的评价都是数万

条以上。

“目前并未接到禁售的通知，

产品都在正常销售。正好处于年中

大促时段，购买量一直在上涨。”

一家海外专营店的客服人员接受经

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产品销售

方面并未受到影响。

专门从事日本代购业务的李晓

蕈11日告诉经济导报记者，日本的

网红眼药水非常受欢迎。“参天眼

药水的清凉感是最高级别的5度，比

较适合看电脑、手机较多的人群，

经常有客户一次要10盒以上。”

而清凉感正是上述网红眼药水

的最大卖点。其被称为“眼药水界

的爱马仕”，因为可以“有效缓解

眼部疲劳”“为双眸充电”，被许

多明星所推崇，还曾登上湖南卫视

《快乐大本营》，被何炅称为“世

界上最凉的滴眼液”。

眼科医生蒋希永11日接受经济

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述眼药水

含有的甲级硫酸新斯的明、扑尔敏

等成分，长期使用可能会加重眼干

的症状。

网红产品质量问题频出

其实，随着自媒体快速发展，

网红产品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了

“网红经济”。不仅是人，衣食住

行 的 方 方 面 面 都 可 以 成 为 “ 网

红”。但由此而产生的问题也逐渐

显现。

经济导报记者采访发现，在社

交媒体上，“明星带货”已成为常

态，粉丝们更乐意购买“种草”明

星所代言或推荐的产品，对于他们

的推荐，粉丝们几乎不会错过。

如卖口红的“网红”博主李佳

琦通过直播方式进行口红试色，其

推荐的一些色号甚至能卖断货。作

为淘宝直播的美妆带货达人，李佳

琦在入驻抖音仅两个月的时间里，

火速吸粉1400万，并给自己的淘宝

直播带粉100多万。

“你本来不需要某样东西，但

看了一些博主的直播推荐的好物，

就会很心动，忍不住下单。”90后

杨南果关注了若干时尚、美妆博

主，日常的化妆个护基本上都是买

的这类网红产品。

近日一篇“一个世界五百强做

食品的，被抖音卖烤虾的骗了”的

文章引发关注。该文曝光了在抖音

购买烤虾，货到手后发现居然是

“三无”产品的案例。

据了解，随着网红产品的大量

传播，质量安全问题也频频出现。

如走红的美白产品暗地里添加了违

规的化学成分，使用时会释放出甲

醛；发光气球受到追捧，但遇到明

火或高温极易发生爆炸，此前就曾

发生过气球炸伤多人的事故。如何

保障“网红”产品质量、有效防

范相关安全风险，成为亟待解决

的问题。

互联网专家、北京和睿商务咨

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孙伟告诉经济导

报记者，网红产品能“红”，主要

是通过消费者在社交媒体的“病毒

式”传播，迅速打响知名度。这样

的“走红方式”决定了只要宣传到

位，即使质量没那么好，产品也能

在短时间内“火一把”。而消费者

出于追逐潮流的心态跟风购买，甚

至误导了其他的潜在的消费群体。

很多网红以及相关机构过度注重对

网红内容的运营和快速变现，忽视

了长远运营的眼光，对合作方及产

品质量不进行核查，忽视了相关风

险，从而导致了网红产品出问题。

“随着网红经济的发展，相关

部门应加强对此类产品的监管，保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孙伟表示。

多国禁售的日本网红眼药水国内电商仍有售

小心！“网红”产品问题不少前4月人均减税1026元

导报讯 国家税务总局日

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

月，我国个税改革新增减税2143

亿元，累计人均减税1026元。

其中，第一步个税改革，

即提高起征点和调整税率翘尾

减税1945亿元；第二步个税改

革，即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减税

198亿元，累计有5049万纳税

人享受该项政策。两步税改因

素叠加，累计有9900万人的工

薪所得无需再缴个税。北京大

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近期发布

的一份报告显示，本次个税改

革使得免征个人所得税的城镇

就业人员比例增加了26 . 32个

百分点。 (吴秋余)

全国直销备案

产品数量减少近半

据新华社电 商务部日前

发布公告，向社会依法披露直

销备案产品、直销培训员和直

销员复核登记信息。其中，直

销备案产品复核后，数量减少

近半。

根据公告，此次完成复核

登记的共有89家直销企业，权

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河北华林酸碱平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涉嫌传销犯罪且未按

程序进行复核登记。直销备案

产品复核前(2018年12月底)数

量4304种，复核后减少1917

种，减少44 . 5%。 (于佳欣)

本科毕业生在民企

就业比例有所上升

据新华社电 第三方社会

调查机构麦可思研究院近日在

北京发布的《2019年中国大学

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显

示，从就业去向来看，2014至

2018届本科毕业生在民营企业

就 业 的 比 例 从 5 0 % 上 升 到

54%。

2018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

为91 . 0%，与过去4届相比略有

下降；2018届高职高专毕业生

就业率为92 . 0%，与过去4届相

比稳中有升。 (叶昊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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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障“网红”产品质量、有效防

范相关安全风险，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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