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靖江市横港南路5号
电话：84868000

靖江金世纪
糖酒食品有
限公司

郎牌特曲、红花郎
靖江五帝商贸总经销
地址：靖江市靖城建安路10
号7幢
电话：84899979

五粮春、五粮醇
靖江总经销
靖江市三联酒业商行
地址：渔婆北路148号
电话：89156799

五粮特曲泰州运营中心
地址：江平路117弄
电话：84222239、

13641576777

靖江酒韵
理事单位

靖江市华联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南环路华鑫公寓（白马东100米）
配送热线:84911218 843167798411896

靖江鼎旺酒类贸易行
地址：靖江靖安西路
（朱大路向西100米）
电话：88909179

壶中天壶中天

满庭芳满庭芳

每一个马拉松都有自己的故事。这个冬
季，南京既成就了马拉松，而“梦之蓝”也让马
拉松光彩照人。“健康、绿色、公益、科技、服务”
是 2015南京国际马拉松的关键词，而苏酒集
团（洋河股份）旗下的“梦之蓝”也是底气十足，
在众多品牌中被主办方遴选为赞助商，不仅为
梦想干杯，也为运动喝彩。

2015 南京国际马拉松赛全程 42.195 公
里，设全程、半程、迷你健身跑三个项目，比赛
设计规模 16000 人。从南京奥体中心东门起
跑，途经集庆门、水西门、汉中门等八大明城墙
遗址及秦淮河风光带。本次赛事将是继青奥
会之后，南京第二次举办大型体育活动。作为
此次赛事的赞助商，“梦之蓝”品牌将全程参
与，为梦想“保驾护航”，为上万名参赛选手呐
喊助威。

据苏酒集团（洋河股份）相关负责人介绍，
希望在“梦之蓝”的宣传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社
会各界人士都参与到马拉松当中，并通过这样
的方式，倡导一种更加积极、健康的可持续生
活方式。

“公益是一种态度与责任”，在苏酒集团董
事局主席张雨柏看来，洋河稳步发展到今天，
与“报国报民报一方”的价值主张密不可分。
而“梦之蓝”的品牌内涵，恰恰诠释了企业的价
值观：责任与担当。

“郎”来了！
红花郎重磅发力江苏市场

经历两年的低迷，江苏白酒
市场显露回暖的迹象，跟国内大
部分酒企还在审慎地调整观望不
同，郎酒已率先在全国摆开阵势，
中秋和国庆前的江苏，郎酒所到
之处，犹如一股红色旋风刮过，为
本地节日市场染上喜庆气氛。

在靖江经销商答谢品鉴会
上，靖江五帝商贸有限公司董事
长夏艳霞打趣道，那不是硝烟味，
而是酱香味。喝酒是讲习惯和文
化的，同时应该是多样化的，绵柔
也好，酱香和浓香、清香也好，不
管是蓝色还是红色，喜欢的才是
经典。

前有茅台、五粮液，又遭其他
主场品牌围攻，郎酒向高端突围

有多难？为何来江苏搅局？
郎酒苏中市场靖江区域经理

张冰涛坦言，“政务消费刹车，让
包括江苏在内的高端市场呈现碎
片化，这对酱香白酒来说是巨大
机遇，酱香白酒在国内产量占
3%，销售额却占到 15%，说明酱
香白酒，确实是白酒中的贵族，在
江苏这样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
有理由相信，郎酒是高端群体的
宠儿，尤其是‘头狼’之称的红花
郎，经过 9 次蒸酿、8 次发酵、7 次
取酒，天然郎泉水所酿，洞藏储
存，堪称酱香典范！再加上集团
已部署在央视和地方媒体投放 5
亿元/年的总营销费用，持续扩大
红花郎的消费性市场，市场格局
很快就会转变，江苏白酒市场也
很快会出现郎酒现象，这一次

‘郎’真的来了！”

柔和双沟：

由内到外 温润柔和
苏酒集团，集聚双沟和洋

河两大名酒的高贵血脉，皆备
酝酿美酒天时、地利、人和之
势。他传承历史，却不忘创
新。在创造了洋河蓝色经典
等酒业奇迹后，苏酒再度发
力，推出又一主打品牌——柔
和双沟。

这一产品以超前的品牌
理念、卓越的酒品质量、独到
的柔和口味和精美的包装设
计，全力触动柔和风暴，奇迹
待续。

柔和双沟靖江总经销鼎
旺烟酒商行负责人介绍，柔和

双 沟 的 品 牌 核 心 就 是“柔
和”。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讲究
以和为贵，柔和概念也符合人
们目前追求和气生财的商道。

此外，追求健康和谐的饮
酒文化，这也是双沟柔和的根

本价值所在。其口感温和，香
气淡雅，入口绵柔，回味甘
甜。并把健康饮酒、时尚白酒
的元素成功融入到技术创新
和包装设计中，由内到外、温
润柔和。

聚会选“五粮特曲”
饮后不上头

五粮液旗下的五粮特曲系列酒由于其品
质好、价格亲民、口感好，还不上头，近日销量
大升，已经成为了靖江消费者聚会喝酒的首选
品牌。

五粮特曲是五粮液 2013 年就推出的“腰
部战略”产品。拥有独创的复合型口感，较香
浓郁、入口绵柔、甘冽、各位协调，具有甜绵舒
畅的风格，是家庭、朋友聚会、商务宴请的中
端、次高端的首选用酒。五粮特曲传承了陈氏
秘方，把独有的五粮配方集杂成醇，既有高粱
的清香、玉米的冲香、大米的醇和甘香、小麦的
曲香，还有糯米的甜香，是五粮浓香型酒的代
表。

如今在靖江，特别是逢年过节时，消费者
不仅会为自己购买五粮特曲，而且还会为好
友、亲戚购买，以供聚会、团圆时饮用。

五粮特曲系列酒纯粮食酿造，有 52%
vol、45%vol、39%vol 不同的度数供消费者选
择。当今社会不提倡拼酒，但如果选择低度的
五粮特曲，还是可以多喝几杯的，既能喝得尽
兴，又能顾及到健康，是个不错的选择。

品味五粮春

从容优雅温暖心田
面对一杯“五粮春”美酒，

宛若渴慕已久的梦中情人翩
然而至。

当一股似有却无的幽香
袭来，惟有莫名的怦然心动。
那是一阵阵微微生发而又完
全属于中国白酒的气息，洋溢
着与生俱来的天性诱惑，自然
而顺畅地沁入肺腑。那气息
不过于彰显但又能分明感知，
似生于涧边之兰或立于风雪
之梅，只在隐约间，将幽雅、沉

静、端淑之气展露；那气息于
无声处带人入旷阔、悠远之
境，绝无逼仄、喧嚣之虞。

如闻香之幽远其境界更
上层楼：

一盏酒液入口，竟似丝绸
锦缎与肌肤间的丝滑顺贴，那
是接踵而至的温馨、温暖与温
情的抚慰；顺势滑下，一线细
腻、舒贴又舒张之感慢慢遍布
开来，向着身体和精神的深处
蔓延、再蔓延……此时，你或

可悄然无声地独自再咂一口，
从容而优雅；稍顷，回环于心
间的温馨、温暖和温情簇拥而
来，你的心田已然清晰地涌起
一腔“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激
越，你举起大杯招呼起宾朋，
于微笑间将一切过往一饮而
尽，于豪迈中将所有祈愿一饮
而尽，大赞这酒真好！

及至曲终人散，谈笑晏晏
的众人，意犹未尽之意溢于言
表…… （杜亚）

今世缘荣膺
“中国喜庆产业
龙头品牌”

本报讯 10月 27日下午，由糖烟酒
周刊杂志社举办的2015首届中国喜庆产
业峰会在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隆重召开，
喜庆旋风强势席卷金陵城，在糖酒会上受
到瞩目。此次峰会首次探讨喜庆产业趋
势发展及喜庆市场营销策略，全面启动

“跨界模式”，实现“酒类”、“糖点”、“饮品”、
“烟草”产品，在喜庆论坛上的完美“联姻”。

历时几个月的精心筹备，通过“提名——
筛选——投票——评比”等一系列环节，评
选出中国喜庆产业龙头品牌。今世缘脱
颖而出，获此殊荣。评审委员会认为今世
缘酒业：致力于“缘”文化的深度传播，今
世缘人以敢为人先的胆识和持续引爆市
场的创新智慧，创造了中国白酒业的“今
世缘现象”，谱写了中国喜庆市场的品牌
传奇，成为中国“缘”文化的首倡者和实践
者，中国人的喜酒，当选今世缘！

今世缘酒业以“酒”为载体，以“缘”为
诉求，多年来专注中国喜庆用酒市场，倡
导喜庆文化，创新营销，精耕细作，已经成
为中国节日喜庆用酒新潮流。今世缘把
传统文化特色的白酒与浪漫时尚的“缘文
化”完美结合，浓缩在一滴滴的美酒中。

今世缘以婚庆为切入口，在全国各地
举办了数百场今世缘集体婚礼、相亲会、婚
博会，把成千上万对有缘人送进婚姻的殿
堂。在全国很多地方，“有喜庆今世缘，结
婚当然今世缘”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洋河股“梦之蓝”
赞助南京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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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836820
江平路225号裕纶大厦

老庙黄金银楼
拥有老庙黄金

要多幸福，就多幸福

买苹果到北斗 北斗电脑数码 iPhone6S 接受预定
地址：靖江市老靖城中学东大门南 30米幸福南路 电话：89158915

联系地址：靖江日报社一楼广告部
电话：8４８５２６７８周 云

扫一扫 加入北斗数码QQ群 有惊喜哦！

欣欣家居 建材广场
地址：人民南路 1188 号

新
东
方
学
校

一级、二级建造师培训、PLC编程

总部：新建路173号分部：新桥镇、斜桥镇
电话：1 8 9 1 4 5 3 9 2 8 0

数控、模具、CAD制图、电脑
会计培训、大专、本科学历班

省
靖
中
影
剧
院

“申万天天行情”（以收市涨跌评判）

燃气锅炉，
生物质锅炉

销售、安装、维修
联系13901428955陈

本科：会计、机械、土木工程、行政管理、法学、
农学、动物医学、水利工程、教育类、药学等；
专科：会计、机电一体化、建筑工程管理、
药学、工商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

文凭正宗、价格最低、服务优质

三记学校全国成人高考招生简介

联系方式：玉带路31号党校教学楼108室
徐老师13815985163、13228786957

办学二十一年来全国成人高考
辅导班合格率均为100%

幸福热线：89113344／89193344
地 址：江阳路198号（与仿古街交叉路口）

全国连锁创世纪情缘婚恋中心

电话：80231777 84833885
地址：靖江市江平路225号

靖江市南环路93号

借问汤包何家优？

异口同声“鸿运楼”

网址：www.jjsanji.com

人民桥花店
地址：人民桥桥头
订花热线：0523-84896689

jjbb8081未婚女 26岁 属马 身高 160 本科 事业编制 市区
有房 甜美清秀 文静温柔 觅：30以内 170以上 事业单位或
技术行业 市区有住房的男生

11月30日《火星救援》
12月1日~2日上映国产喜剧片

《坏蛋必须死》
晚上7：30

12月3日~6日上映爱情喜剧片

《怦然星动》晚上7：30
票价：成人30元 学生25元

美团网购票，每张25元
票务热线：84901611 84901626

11/27强势板块 11/27弱势板块
保险 证券
银行 多元金融
矿物制品 公共交通
造纸 供气供热
食品饮料 商贸代理
旅游 航空
日用化工 文教休闲
家居用品 仓储物流
家用电器 运输服务
钢铁 医疗保健
沪指-5.48% 市场有风险，仅供参考
尊敬的投资者：友情提醒经常修改密码，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不参与非法证券买卖
不参与非法证券咨询活动。
呼叫中心 84821700 靖江骥江路160号
全年招聘全日制营销员、取得资质从业人员
详见靖江人才网（http://www.jjrc.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