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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白酒行业正处于结构性繁荣为特
征的新一轮增长周期，产业加速整合，市场向
优质品牌集中、行业向优质产能集中，这种趋
势客观上引导了行业的高端竞争。抢占高端
话语权，已成为名酒企业争取未来竞争优势
的必由之路。而高端白酒的塑造，来自于品
牌高端价值的提升。

由此可见作为今世缘参与头部竞争的战
略性利器，国缘V9不仅是拉升品牌张力的战
略性产品，同时也是今世缘努力推进品牌价
值提升，实现新一轮高质量发展的创举。

“站在未来看现在”，实际上，今世缘对高
端价值提升的探索，可谓先知先觉。

一直以来，今世缘左手聚焦文化营销，
全面提升品牌驱动力，右手布局全国市场，
系统构建渠道竞争力，强化以质取胜，致力
打造品质保障力，借此重塑自身高端白酒品
牌价值。

随着行业强分化不断加速，今世缘也迎
来了进一步提升品牌价值的窗口期。2019
年，在国内白酒品牌向高端白酒价值冲锋的
前夜，公司提前布局，祭出创新研发的国缘
V9，无疑在这一轮新的高端竞争当中走在了
前列。

不断推动品牌价值提升，也让国缘V9在
上市一周年之际收获了一众行业专家的广泛
赞誉。

8月8日，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宋书玉在
率队调研今世缘，考察今世缘发展建设情况
时表示，今世缘酒业是中国白酒技术创新的
一个重要代表，国缘V9清雅酱香型白酒是中

国白酒个性化品质表达的创领者。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白酒专业

委员会常务副会长马勇，认为国缘V9上市以
来，以其先进技术、卓越品质、独特风格赢得
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是近年来白酒行业难
得一见的优秀产品。

中国酒类流通协会会长王新国表示，国
缘V9的成功研发上市，为中国高端白酒的品
质创新做出了突出贡献。

江南大学副校长徐岩指出，今世缘在中
国白酒的发展过程里面始终在技术和产品的
创新及引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也是
行业内的一面创新旗帜。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副院长宋全厚
则高度评价，国缘V9上市是中国酱酒品质创
新的有益探索。

盛初集团董事长王朝成认为，国缘V9品
类特色创新，是中国高端酱香白酒创新发展
的典范。

正如周素明此前说的那样，今世缘品牌
创立让企业“站”起来，国缘品牌创立让企业

“富”起来，国缘V9品牌创立则是让企业“强”
起来的新起点。

各方观点对国缘V9上市一年发展的高
度认可，意味着今世缘已经具备了突破性发
展，形成强大市场动能的潜力。

未来，拥有50亿级别规模优势的今世缘，
必将以国缘V9为突破点，全面引爆其在市场
上的势能，推动今世缘差异化、高端化、全国
化迈向新台阶，为今世缘下一轮冲刺百亿目
标，奠定坚实基础。

国缘V9匠心二十载 终成一派
上市一周年获行业专家集体点赞

01 奔跑一整年，国缘V9创造白酒品牌新高度

2019年8月18日，在全国经销商代表、媒体代表及部分行业专家的共同见证下，今世缘酒业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周素明宣布：国缘V9正式上市。
随着周素明按下“从胜利走向胜利——国缘创牌15周年暨国缘V9上市联谊会”的启动键，一个全新的酱香品类由此正式面世。
2020年8月18日，国缘V9上市一周年，总结过去一年发展我们发现国缘V9的成功上市，不仅为今世缘带来了改变，也为行业创新发展引发了新思考。

“当前，中国白酒行业正走向存量竞
争加剧、头部竞争加快的新时期。头部
竞争的本质是战略之争，战略之争的本
质是‘站在未来看现在’。今世缘要有
更好的未来，就必须积极参与头部竞
争。”

在2019年8月18日的国缘创牌15
周年暨国缘V9上市联谊会上，今世缘酒
业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周素明如此
解读中国白酒产业趋势。

如何参与头部竞争？今世缘将这一
使命赋予了“国缘V9”，为此，从上市之
初国缘V9便展开了一系列品牌活动。

在当天的联谊会上，今世缘举办了
一场“国缘V9献礼新中国70华诞纪念酒
拍卖”活动，也是在这场拍卖会上国缘
V9创造了499999元/瓶的最高拍卖价，
同时今世缘还将整场拍卖所得100万元
捐赠江苏省妇儿基金会，为国缘V9注入
了一抹温情。

此后的9月19日，“国缘V9”号卫星
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搭载长征十一
号运载火箭飞天，并携带一瓶国缘V9清
雅酱香美酒进入太空，这不仅是一次行
业壮举，更成为今世缘品牌高度提升的

一次有力举措。
2019 年 10 月 19 日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酒业
博览会（上海）期间，在今
世缘举办的“中国国缘·
缘结天下”国缘V9清雅
酱香高端峰会上，国缘
V9成功签约上海捷强等
七家大商，这不仅意味着
国缘V9以战略性的姿态
进入上海市场，同时也代
表着今世缘全国化征程
再下一城。

2019年12月4日“巴
黎国缘之夜”中法酒文化
交流论坛暨国缘V9品鉴
晚宴在法国巴黎半岛酒店
举行，国缘V9品牌被拉

高到新的层次。
2020年4月，为凯旋英雄祝捷，向江

苏援鄂医疗队全体队员赠送特别定制版
国缘V9，在温暖英雄的同时，也将“国
缘”品牌与国同行的家国情怀展现给了
世人。

此外，国缘V9还通过创新运营“国
缘V享荟”高端客服平台，对接高端文化
资源，圈粉了大量高净值人群。并在江
苏举办多场线下高端品鉴会，进一步加
强与消费者互动。

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国缘V9不仅
在短时间内为人所熟知，同时也牢牢锁
定了自身的品牌地位，成为高端白酒新
的价值典范。

多位行业专家表示，作为一个新上
市的高端产品，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能
够将品牌提升到这样的高度，一方面体
现了国缘创牌以来厚重深远的品牌影响
力，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国缘V9独特的
魅力。

“奔跑一周年，国缘V9初心不改”。
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接下来的攻城拔寨
中，国缘V9必将“乘风破浪”，成为一款
备受期待的战略形象大单品。

如果说品牌的高举高打为国缘V9此后的进一步扩张奠定
了基础，那么创新就是国缘V9的核心竞争力。

国缘V9是今世缘基于自身所处区域的特色和优势，所
建立的以口感为基础的清雅酱香新品类，不仅更加符合华东
区域高端消费者已经普遍形成的从口感评价产品的偏好，同
时也为酱香型白酒未来新格局的解构与重塑，产生了深远
影响。

一直以来，由于白酒酿造遵从开放式多菌种固态发酵模式，
而各区域气候和微生态环境存在较大差异，无法对工艺进行复
制，所以在贵州以外能够掌握酱香型白酒酿造工艺的厂家屈指
可数。

而国缘V9清雅酱香，则突破了传统酱香型白酒酿造工艺、
生产方式及产地限制，借助一系列科技创新手段，为酱香型白酒
品质风格的创领与优化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同时，国缘系列在今世缘的品牌阵列当中属于高端品牌，在
这样一个已经非常成熟的高端品牌的基础上，“嫁接”一款超高
端酱香产品，为行业开辟了一条非传统酱酒产区酒企产品推广
的创新方式。

今年2月17日，中国酒业协会发布了“关于批准发布T/
CBJ2107-2020《清雅酱香型白酒》团体标准的通告”，不仅标志
着该品类团体标准体系的正式建立，也让国缘V9牢牢站稳了
清雅酱香品类的话语权。

通过这些技术创新，实现了高品质白酒酿造的目标，对未来
白酒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让更多名酒、好酒进入市场，起到了
非常显著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也让整个行业看到了开辟新道路
的可行性，引发了行业强烈反响。

02 以创新为动力，
国缘V9有着怎样的核心竞争力？

03 国缘V9广获认可，百亿今世缘未来可期

古树名木被称为绿色的文物，是
古人留下的宝贵资源，也是地方历史
文化的见证。作为绿植，古树名木具
有很高的生态、科学、历史和观赏价
值。

近年来，极端天气增多，风、雨、
雪、雷电和病虫害等自然灾害对古树
名木的“养老”造成影响，建筑工程、土
壤硬化、堆放杂物等人为活动导致古
树名木容易出现腐心、枝干枯损、露
根、倾斜、折断等“病症”。如何让古树
名木安度晚年？钟楼区园林绿化管理
中心在做好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基础
上，定期为每株古树名木进行“体检”，
为“养老”出现问题的古树名木制订

“一树一策”，让“绿色文物”重新焕发
青春。

今年 7 月，该管理中心对区属古
树名木进行统计时，发现编号 014
的古树银杏白蚁危害严重，古树的
根部及树体基部严重腐烂，树梢还
出现了枯萎等现象。这棵银杏树位
于 玉 龙 路 和 丁 香 路 交 叉 口 ，树 高
15.5 米，干径 0.75 米，冠幅 14 米，树
龄 273 年。为加强对古树名木的保
护，管理中心立即组织专业技术人
员进行“把脉问诊”，确定修复方案。

首先，由市白蚁防治中心对这棵
古树进行两次针对性的防治，灭杀了
白蚁。接着，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深翻
土壤，排设透气管，清理树体腐烂层，
对根系及创伤面杀菌并消毒防腐，清
理加深排水管道。最后，工作人员给
古树“挂水”，为树体补充营养液。经
过一系列专业处理，“014”银杏古树

恢复了健康的生存状态。后期，管理
中心将联合管养单位持续对古树根系
及树体进行综合养护，逐步恢复古树
的生命力。

记者从钟楼区城管局了解到，
钟楼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定期为每
株古树名木进行“体检”，对一些存
在病虫危害、严重倾斜有倒塌危险、

遭人为破坏的古树名木，精心编制了
“一树一策”保护方案，科学实施救护
和管护措施。

童华岗 高仲雨 王逸君图文报道

钟楼城管让“绿色文物”焕发青春

为古树名木“养老”保驾护航

本报讯 买房人隐瞒其与中介方
的父子关系，在付了3万元定金后，因
种种原因与卖房人产生分歧，致使合
同无法履行，卖房人面临违约。近日，
新北法院在审理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案件中，对原告徐某的虚假陈述行
为作出罚款1000元的决定。

去年 11 月 12 日，徐某与朱某夫

妇签订了《二手房定金协议》，约定徐
某购买朱某夫妇所有的位于新北区百
馨苑的一套房屋。徐某向朱某夫妇支
付 3 万元购房定金，其中 1 万元存入
中介方。可后来，双方对于过户的户
主和支付的方式产生分歧，导致合同
无法履行。今年 3 月 19 日，徐某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朱某夫妇支付违约

金（定金双倍）合计6万元。
庭审中，朱某夫妇辩称，中介方徐

某某与买主徐某是父子关系，怀疑父子
二人串通诈骗其房屋，并向法庭申请调
查令进行调查。承办法官高攀向徐某
确认其与中介方徐某某的关系，徐某在
签署保证书后，仍陈述与中介方无亲缘
关系。经法官多方核实，并再次找徐某

谈话确认，徐某才承认其与中介方徐某某
为父子关系。这下，徐某认识到自己这种
虚假陈述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意识到问
题的严重性，表示接受法院的处罚。

法官表示，徐某的虚假陈述行为，
妨碍了法院正常审理案件，严重违反
了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遂对其罚
款 1000 元。 （小波 王芳）

隐瞒父子关系 买房人说谎被罚1000元

本报讯 “警察同志，太谢谢了，
是你们救了我的命呀。”70 多岁的李
老太激动地拉着民警的手，不停地感
谢。8 月 12 日下午，红梅派出所民警
巡逻到九龙菜场时，及时救助了中暑
的李老太。

近期，我市持续高温。8月12日下
午4点，红梅派出所民警在九龙菜场巡
逻时碰到六神无主的菜场管理人员，称
有个老太太中暑了。民警跟随市场管
理人员赶去，看到一位老太太正蹲在地
上不停呕吐。民警随即上前一边轻抚
老太太背部，一边为老人扇风降温。此
时正值下班时间，菜市场内人流量大，
空气流通不畅，室内温度直逼 40℃。
据周围人反映，老太太的中暑症状较为
严重，已经呕吐第三回了。民警立马将

老太太移到通风阴凉处，买来矿泉水给老
太太喝，同时喂老太太服下防暑药品，又
继续不停地给老太太扇风降温。休息了
10 多分钟后，老太太的中暑症状有所缓
解，状态逐渐好转。

民警了解到，老太太姓李，已年过七
旬，和老伴独居在菜场附近的小区。当
天，李老太出来买菜回去做晚饭，没想到
在菜场里走着走着，突然两眼发黑，四肢
无力，开始呕吐。民警想送李老太回去，
但好转后的李老太坚持要买菜回去。担
心李老太再发生状况，民警陪她一起买
了菜，再用警车将她安全送回了家。

警方提示：高温天气，老年人外出一
定要有人陪同，避免在最热时段出行，即
使不觉得口渴，也要注意补水。

（莫国强 何嫄）

老太买菜中暑 幸得民警救助

本报讯 因为闯红灯被罚了 20
元，60 多岁的吴某伺机报复，竟将牙
签塞入警车锁眼、偷扔辅警电瓶车充
电器。日前，吴某被红梅派出所行政
拘留10天。

8 月 13 日早高峰结束后，天宁交
警大队红梅中队民警李良峰准备骑摩
托车到辖区巡查，发现锁孔里有异物，
钥匙塞不进去，另外一辆警用电瓶车
同此遭遇，而且充电器不见了。考虑
到极有可能是有人蓄意而为，民警立
即调看周边视频，很快发现，当天早晨
8 点 35 分左右，有个老人一直在岗亭
周边徘徊，见岗亭内无人，就走近警
车，捣鼓了 3 分多钟后才离开。看到
视频中的老人，李良峰觉得很眼熟：就

在前一天，这位老人因为闯红灯被罚了
20 元，情绪十分激动，闹了好一会儿才
罢休。

民警找人来修车的同时报警。经维
修人员检查，锁孔里塞的是牙签，取不
出，只能换锁。

红 梅 派 出 所 很 快 将 这 位 老 人 抓
获。经查，此人姓吴，就住在附近。他
交代，12 日被处罚后，他非常生气，就
想着要报复。13 日早晨，他去买菜，随
身带了牙签，路过岗亭时，看到民警在
马路对面执勤，就将牙签塞进两辆车的
锁孔，还把电瓶车的充电器拿走扔掉。
只是，他没想到，自己一时的泄愤之举，
后果这么严重。

（芮伟芬 张露）

闯红灯被罚不服 牙签堵警车锁眼

本报讯 凌晨时分，一男子醉卧
马路中间，险象环生。所幸，一位好心
车主下车查看后打了 110，才避免了
悲剧的发生。

8月10日凌晨2点15分，市民高先
生下班驾车路过黄河西路与玉龙中路十
字路口时，发现前方路中央躺着一个人，
他连忙刹车、更换车道、靠边停车，一系
列紧急操作后，惊魂未定的高先生立即
拨打了110，并下车查看情况。他发现，

路中间的男子一身酒味，正呼呼大睡。高
先生尝试叫醒该男子，却未能叫醒。

薛家派出所民警赶到后，高先生协
助民警将该男子抬至路边后才离开。民
警随后叫醒了该男子。男子自称姓王，
河南人，不久前才来到常州。民警询问
王某身体有无其他不适后，对其醉酒睡
在路中间的危险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
将其送回了暂住地。

（童华岗 莫永平 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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