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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酒 业 协 会
 

中酒协 [ 2013 ] 26 号 

关于印发中国酒业协会 
第四届理事会第七次（扩大）会议纪要的通知 

 

各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及会员单位： 

 

4 月 17 日-18 日，中国酒业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七次（扩大）

会议在北京召开,协会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部分会员单

位以及嘉宾总计 570 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第四届

理事会 2012 年度工作报告，提出并通过了第四届理事会成员调

整意见，颁发了 2012 年度协会各类奖项；召开了 2013 中国国际

“酒与社会”论坛，举办了 2013 中国国际酒业装备技术博览会，

召开了各分支机构理事（扩大）会议/论坛等。现将会议纪要印

发，请结合本单位工作贯彻落实。 

 

附件：中国酒业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七次（扩大）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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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酒业协会 

                         〇二 一三年五月六日 

 

 

 

 

 

 

 

 

 

 

 

 

主题词：印发  会议纪要  通知 

主送： 

抄报： 

副理事长、常务理事单位、理事单位、会员单位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国资委行业联系办公室、中国

轻工业联合会 

               2013 年 5 月 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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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酒业协会 

第四届理事会第七次（扩大）会议纪要 

4 月 17 日-18 日，中国酒业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七次（扩大）会

议在北京召开，协会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及部分会员单位总计

570 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还邀请了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行业联系办公室、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

办公室、国际酒精政策中心、以及来自学界、媒体、咨询等政府主管

部门、合作单位以及观察媒体等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为期 2天，取

得了圆满效果。主要内容包括审议并通过第四届理事会 2012 年度工

作报告，提出并通过第四届理事会成员调整意见，颁发 2012 年度“中

国酒业协会啤酒行业科技进步优秀论文奖” 、“茅粮杯”第十届全国

白酒行业生产技术与发展研讨优秀论文奖、2012 年度“中国酒业协

会科学技术奖”、以及“赛诺杯”第二届全国啤酒品酒职业技能竞赛

“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等奖项；召开 2013 中国国际“酒

与社会”论坛，举办 2013 中国国际酒业装备技术博览会，以及召开

各分支机构理事（扩大）会议/论坛等。会议纪要如下： 

一、通过第四届理事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工作报告 

4 月 17 日上午，王延才理事长代表第四届理事会作了题为“诚

信竖业，服务于民”的第四届理事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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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了 2012 年酿酒行业总体运行情况，提出了 2013 年行业经济运行

发展趋势及建议，并总结了 2012 年协会工作开展情况以及 2013 年工

作计划等。作为快速消费品行业的酿酒行业，2012 年行业总体保持

了增长的态势，但行业整体增速在 2012 年开始放慢。全年行业运行

呈现如下特点：一是行业区域集中度增强，产销全年呈增长趋势；二

是利润同比继续增长，行业效益继续提升；三是产销增速放缓，行业

发展步入缓增通道；四是进出口贸易依然活跃，但增幅放缓；五是行

业资产快速增加，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六是理性饮酒观念提升，市场

消费相应变化；七是现代化营销手段融入传统酿酒产业。对于酿酒业

当前产能过剩、增速偏快、投资过热、产品安全关注度大幅提高的舆

论环境下，协会提出 2013 年全行业应以“诚信竖业 服务于民”为主

线，确定行业定位，以保持酿酒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2013 年是酿

酒行业发展中关键的一年，全行业要从以下几方面着重：第一，客观

面对市场变化，理性接受价值规律；第二，关注产品质量和食品卫生

安全；第三，关注消费需求变化，改变营销思路；第四，关注生态环

境保护、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第五，时刻保持危机意识，树立良好

社会形象；第六，关注国内市场国际化态势。预计 2013 年行业将以

“稳定”为主要特征，“稳产量、调结构、促转型、重效益”将作为

全行业的工作重心，支撑行业稳定发展的消费主流支撑不变，但产销

量增幅继续回落。啤酒行业保持总量稳定，形成集团企业继续扩大、

微型企业快速增加的产业格局，产品结构调整速度加快，进而推动行

业效益相应提升。政策性因素和食品安全问题对白酒产业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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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存在，白酒产业将进入到过渡、调整时期，未来白酒产业经济发

展仍将保持稳定增长，但产业结构调整或者说行业洗牌的力度将大幅

增强，兼并重组的幅度也将加大，企业数量减少的速度将加快，经济

增速会因此而呈现放缓趋势；高端产品的比例继续维持在 1%以下，

低档产品的升级步伐仍将继续。葡萄酒国内市场国际化，竞争将更加

激烈，国内葡萄酒企业面临更大的压力，降低生产、营销、管理成本，

全面提高普通餐酒的质量，必须予以重视。黄酒行业继续稳定低速的

增长，缓慢向传统产销区域外扩散。酒精行业若经济政策能够有所调

整，则产业结构会进一步向好转变。关于协会工作，报告从开展产业

调研、把握产业脉搏、坚持人才战略、推动诚信自律、推动科技进步、

完成协会转型等角度，介绍了协会 2012 年工作开展情况，2013 年协

会将继续围绕以上核心内容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大会对工作报告进

行了审议，并鼓掌通过。 

二、报告 2012 年度科学技术奖评选活动开展情况 

中国酒业协会副秘书长、中国酒业协会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主任

何勇向会议代表报告了 2012 年度中国酒业协会科学技术奖评选活动

开展情况及 2013 年度工作计划。2012 年 7 月，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工作办公室批准，原“中国酿酒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变更为“中国

酒业协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公室在总结上年度活动开展的基础上，

修订了《中国酒业协会科学技术奖奖励颁发暨实施细则》，并于 2012

年 8 月正式启动本年度项目申报工作。申报工作为期三个月，总计收

到 47 家单位的 57 个项目。按照《奖励办法》规定，经过评审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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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专业组专家评审、评审委员会审议、奖励委员会审定和中国酒业协

会批准，以及网站公示等环节，授予 20 个项目荣获 2012 年度科学技

术奖荣誉称号。2013 年，中国酒业协会将继续开展“中国酒业协会

科学技术奖”2013 年度评审和奖励工作；同时，协会将整合现有资

源，进一步完善“中国酒业协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工作；并努力争取

优秀项目申报国家科学技术奖，进一步促进和提高“中国酒业协会科

学技术奖”奖项的科技水平和行业地位。 

三、通过第四届理事会成员调整建议 

按照民政部社团管理的有关规定和《中国酒业协会章程》及会员

企业的申请、推荐，协会秘书处提出了对协会第四届理事会成员进行

个别调整和补充的建议。具体如下：取消原理事单位杭州西湖啤酒朝

日（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啤酒西安汉斯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天宫庄

园果汁果酒有限公司会员资格；将原理事单位北京青岛啤酒三环有限

公司调整为中国酒业协会会员单位；增补帝亚吉欧洋酒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博雅机械有限公司为中国酒业协会第

四届理事会理事单位；增补北京市糖业烟酒公司、广州嘉士伯咨询管

理有限公司、河北三井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青州齐鲁包装机械有限公

司，宜宾高洲酒业集团，北京赛腾工业标识系统有限公司、湖南天之

衡酒业有限公司为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单位；根据协会秘书处工作

需要，提名宋书玉为中国酒业协会副秘书长；由于工作调整，陕西天

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强辞去中国酒业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副

理事长职务，由陕西天驹投资集团总裁崔健担任；中法合营王朝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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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峰辞去中国酒业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职务，由中法合营王朝葡萄酿酒有限公司总经理郝非非担任；青岛啤

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志国辞去中国酒业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理

事长职务，由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明波担任；因协会自身

建设和发展需要，根据协会《章程》，经江南大学申请并推荐，增补

江南大学副校长徐岩担任中国酒业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经江

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并推荐，增补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张雨柏担任中国酒业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调整前共

有理事单位 229 个，其中常务理事单位 119 个，副理事长 21 名；调

整和增补后，共有理事单位 233 个，其中常务理事单位 125 个，副理

事长 23 名。到会理事代表审议并通过了以上调整建议。 

为进一步提高协会的决策水平、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中国酒业

协会正式聘请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钱桂敬，原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党组成员兼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国标准化协

会理事长纪正昆担任中国酒业协会发展战略顾问；聘请原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事会主席、中国广告主协会执行会长段瑞春，

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梁金辉担任中国酒业协会文化传播顾问；聘请上海市酒类专卖管

理局局长卢荣华，广东省酒类专卖管理局副局长朱思旭担任中国酒业

协会市场营销顾问；聘请中国酿酒大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

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名誉董事长季克良，原北京双合盛五星

啤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全国酿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啤酒分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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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绿君担任中国酒业协会首席技术顾问。原中国酒业协会顾问肖德润

同志不再担任顾问职务。 

四、颁发 2012 年度协会各类奖项 

大会向 2012 年度“中国酒业协会啤酒行业科技进步优秀论文

奖” 、“茅粮杯”第十届全国白酒行业生产技术与发展研讨优秀论文

奖、2012 年度“中国酒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以及“赛诺杯”第二届

全国啤酒品酒职业技能竞赛“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等评

比中取得优异成绩的申报单位或选手颁发了荣誉证书、奖状、奖杯及

奖金。总计奖励啤酒科技进步优秀论文 14 篇，白酒生产技术与发展

研讨优秀论文 25 篇，2012 年度中国酒业协会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 20

项，同时全国总工会财贸轻纺烟草工会的领导还向在“赛诺杯”第二

届全国啤酒品酒职业技能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选手颁发了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证书和奖章。 

五、举办“2013 中国国际‘酒与社会’”论坛 

面对 2012 年以来酿酒行业受到的质疑和关注，如何把握现阶段

以及未来“酒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酒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中国酒业协会四届四次理事（扩大）会议组委会举办了以“变局·机

遇·新未来”为主题的“2013 中国国际‘酒与社会’”论坛。论坛邀

请到原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主任、中国标准化协会理事长纪正昆先生，

广东省酒类专卖局副局长、广东省酒类行业协会会长朱思旭先生，洋

河酒厂股份公司董事长张雨柏先生，以及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副

院长张五九先生，分别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生产企业、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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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以“适应新形势，转变发展观”、“中国酒类市场现状和存在的

问题及对策”、“酒类企业如何应对社会消费趋势变化”、“如何向社会

和消费者正确表达饮酒专业常识”为题向与会企业作了主题演讲，受

到与会代表的一致欢迎。论坛下半场以对话形式进行，邀请来自国际

酒精政策中心（高级副总裁，Mr. Brett）、百威英博啤酒集团（亚太

区企业事务副总裁，王仁荣）、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副主

任，何海明）、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院长，韩北忠）、北京朝批

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文辉）、盛初咨询（董事长，王朝成）、

《新食品》杂志社（社长，汪歌）等政府及行业领导、专家及智业机

构、酒企及经销商、主流媒体总编辑等在内的嘉宾展开讨论。主要议

题包括：酒行业长周期性拐点是否已经确立？如何看待“限价令”、

“价格垄断”、“过度包装”等等现象？生产企业与经销商怎样实现共

赢？如何看待塑化剂事件？面对已发生的众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

事件，如何理解和把握“酒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等等议题，论坛嘉宾

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与交锋。在论坛后期的互动环节中，面对来自行业

媒体对 4 月 15 日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出“不明不白的

白酒”节目后来自各方的压力和质询，王延才理事长做出了明确的表

态，肯定了央视对行业的关注与重视，对违法违规、不按规范标准的

现象或行为进行了谴责，同时认为违规和无生产许可证的个别小型企

业不能代表整个白酒行业。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响应。 

六、举办 2013 中国国际酒业装备技术博览会 

4 月 18 日上午，由中国酒业协会主办，中国酒业协会科教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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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委员会承办的“2013中国国际酒业装备技术博览会”（CIADE2013）

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拉开帷幕。中国国际酒业技术·装备博览会自

2011 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展会以“创新、低碳、环保”为

主题，参展企业数量接近 150 家，展出面积达一万平米，专业观众人

数达到 5000 人次。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七、召开各分支机构理事会/论坛 

本次理事会上，还召开了白酒分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扩大）

会议，啤酒分会第三届理事会第六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暨啤酒原料专

业委员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葡萄酒分会第四届理事

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果露酒分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扩大）会

议，黄酒分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扩大）会议，酒精分会第四届理

事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以及以“信心 创新 发展”为主题的中国

酒业市场营销高峰论坛。分别围绕各子行业 2012 年度运行形势及协

会工作等议题展开，其中白酒分会、啤酒原料专业委员会以及市场专

业委员会还分别完成了分支机构组织方案调整。 

为期两天的会议从宏观经济政策环境、酿酒行业面临的形势、未

来行业的出路探索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研判，对酿酒行业未来发展提出

了建设性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推动行业发展的作用，受到与会

代表的热烈响应以及行业媒体的广泛关注。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本届

理事会紧跟行业热点、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特别是 4 月 17 日下午

的“2013 中国国际‘酒与社会’论坛”上，北京友谊宾馆容纳六百

人的聚英厅会场座无虚席，在会务组临时增加了部分座椅的情况下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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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代表站着听会。尽管人员众多，整个会场依然井井有条，代表

们专心聆听嘉宾们的精彩对话。来自新华社、第一财经日报、消费日

报、环球时报、中国食品报、新京报、华夏酒报、新食品杂志社、糖

烟酒周刊、中国酒业、中国经济网、光明网、新华网、21 世纪经济

报道等包括大众媒体、行业媒体、网络媒体等在内的数十家媒体第一

时间关注和报道了本届理事会的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