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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酒 业 协 会  

中酒协[2019] 01号 

 

关于举办第十三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由中国酒业协会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The 

13th China International Alcoholic Drinks Expo）”（以下

简称“酒博会”）将于 2019年 3月 24日-27日在泸州召开。本

次“酒博会”以“举杯中国·品味世界”为主题，汇聚国内外知

名酒企、优秀企业家、产区代表，通过酒博会共享发展机遇，扩

大产区合作空间，“酒博会”坚持高门槛、高规格、高品质办展，

旨在促进行业开放发展，实现行业合作共赢。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主题 ：举杯中国·品味世界 

一、组织机构 

1、主办单位：中国酒业协会 

    2、承办单位：四川省商务厅、四川省经济合作局、泸州市

人民政府 

二、时间、地点 

1、布展时间： 2019 年 3月 18日-23日（23日媒体开放日） 

2、开展时间：2019 年 3月 24日-27日 



2 
 

3、开幕式时间：2019年 3月 24日上午 

4、地点：四川省泸州市国际会展中心 

三、展出企业及展品范围 

世界顶级精品酒展 

1、中国名酒（已确定参展企业）： 

（1）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2）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3）苏酒集团：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双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4）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汾酒集团 

（6）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7）四川郎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贵州董酒股份有限公司 

（9）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 

（10）四川全兴酒业有限公司 

（11）四川剑南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湖南武陵酒销售有限公司 

（13）河南宝丰酒业有限公司 

（14）四川沱牌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5）黄鹤楼酒业有限公司 

（16）河南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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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产葡萄酒（拟参展企业）： 

（1）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2）中粮酒业 

（3）中法合营王朝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4）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5）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3、果露酒企业（拟参展企业） 

（1）劲牌有限公司 

（2）浙江致中和酒业有限公司 

（3）海南椰岛集团 

（4）宜宾五粮液保健酒有限责任公司 

（5）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公司 

（6）上海冠生园华佗酿酒有限公司 

（7）广东顺德酒厂有限公司 

（8）广西古岭龙集团 

（9）河南养生殿酒业有限公司 

（10）吉林大清鹿苑鹿保健产品有限公司 

（11）云南品斛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南通颐生酒业有限公司 

（13）广东石湾酒厂集团有限公司 

（14）宁夏红枸杞产业有限公司 

（15）泸州老窖养生酒业 



4 
 

（16）古井集团 

（17）贵州茅台酒厂（集团）白金酒有限责任公司 

（18）贵州茅台集团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4、中国五大啤酒集团（已确定参展企业） 

（1）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 

（2）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3）百威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4）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5）嘉士伯（中国）啤酒工贸有限公司 

5、洋酒企业（已确定参展企业） 

（1）帝亚吉欧 

（2）保乐力加中国 

（3）酩悦轩尼诗 

（4）百加得中国 

（5）百富门 

（6）人头马君度 

6、国粹黄酒推荐参展企业 

（1）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2）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3）江苏张家港酿酒有限公司 

（4）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5）浙江塔牌绍兴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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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 

（7）山东即墨黄酒厂有限公司 

（8）苏州同里红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9）乌毡帽酒业有限公司 

（10）浙江嘉善黄酒股份有限公司 

（11）湖州老恒和酿造有限公司 

（12）山东即墨妙府老酒有限公司 

（13）江苏省丹阳酒厂有限公司 

（14）无锡市振太酒业有限公司 

（15）安徽古南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6）安徽海神酒业有限公司 

（17）浙江金华寿生酒业有限公司 

（18）福建省宏盛闽侯酒业有限公司 

（19）福建惠泽龙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湖州乾昌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21）绍兴县福全酿酒厂 

（22）义乌市丹溪酒业有限公司 

（23）浙江红石梁集团济公家酒坊有限公司 

（24）杭州米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5）福建龙岩沉缸酒业有限公司 

（26）宁波阿拉有限公司 

（27）中食北山（福建）酒业有限公司 

http://www.so.com/link?m=aMZnOP7vkA%2BcONN5AiVBkcS0U%2Fz8bf%2BDjO68uAAEe29ivqG%2BkTjTlaa8gnVtoRW6QkfQ6irwZhaFXQ%2F6M9OrC6EdHk8tKVuHimvaSSx3rm4STr%2B5JVk60KEC1mDjfgd%2B%2Bq%2FQXOxSNZ%2F9w2sIU9ZgFlVWY7wE%3D


6 
 

（28）河南代表团 

（29）甘肃平凉柳湖春酒业有限公司 

7、酿造料酒组团参展企业 

湖州老恒和酿造有限公司、镇江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安

徽海神黄酒集团、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烟台欣和企业

食品有限公司、莱阳鲁花醋业食品有限公司、浙江圣塔绍兴酒有

限公司、福建福老酒业有限公司等。 

8、酒庄酒展 

世界著名蒸馏酒酒庄酒、中国白酒酒庄酒、中国葡萄酒酒庄

酒、世界著名葡萄酒酒庄酒等 

9、中国白酒典型名酒推荐参展企业 

北京：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牛栏山酒厂、北京红星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二锅头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天津：天津津酒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渔阳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等 

重庆：重庆江津酒厂(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诗仙太白酒业（集

团）有限公司、重庆江记酒庄有限公司等 

河北：衡水老白干酿酒集团、邯郸永不分梨酒业股份有限公

司、巨力集团刘伶醉酿酒有限公司、邯郸丛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三井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承德避暑山庄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承德乾隆醉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河北保定府酒业有限公司、

沧州御河酒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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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山西汾阳王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梨花春酿酒集团

有限公司等 

山东：国井集团、古贝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泰山生力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趵突泉酿酒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景芝酒业

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花冠集团酿酒有限公司、山东兰陵美酒股份

有限公司、曲阜孔府家酒业有限公司等 

河南：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司、河

南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张弓酒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南

五谷春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湖北：湖北稻花香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枝江酒业股份有

限公司、湖北白云边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湖南：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湘泉集团有限公司等 

安徽：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双轮酒业有限责任

公司、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

司、安徽宣酒集团、安徽文王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等 

江苏：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江西：江西四特酒有限责任公司等 

四川：宜宾市叙府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丰谷酒业有限

责任公司、四川仙潭酒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陕西：陕西省太白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等 

青海：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等 

福建：福建省建瓯市黄华山酿酒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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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东长乐烧酒业有限公司、广东石湾酒厂有限公司、

广东省九江酒厂有限公司等 

广西：桂林三花股份有限公司、广西丹泉酒业有限公司、广

西天龙泉酒业有限公司等 

云南：云南玉林泉酒业有限公司、云南茅粮酒业集团等 

贵州：贵州国台酒业有限公司、贵州酒中酒（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贵州茅台酒

厂（集团）白金酒有限责任公司、贵州钓鱼台国宾酒业有限公司

等 

内蒙古：内蒙古河套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吉林：吉林省洮儿河酒业有限公司等 

黑龙江：黑龙江省玉泉酒业公司、黑龙江北大仓集团有限公

司、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富裕老窖酒业有限

公司、黑龙江老村长酒业公司、黑龙江黑土地酒业有限公司等 

新疆：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第一窖古城酒业

有限公司等 

台湾：台湾泰武山酒厂、金门酒厂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0、名酒藏品展 

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汾酒、洋河、西凤、古井贡、董

酒、剑南春等国家名酒或优质酒。 

11、酒类装备及包材展 

酒类产品的原辅料、包装材料及相关的机械、设备，技术服



9 
 

务企业等。 

四、部分同期活动 

  1、中国国际酒业发展论坛 

    拟邀请国家领导人、国外政要、全球酒界顶级大师、著名学 

者、商界领袖等汇聚泸州探讨酒业的发展，发出最权威的声音， 

代表国际酒业发展的风向标。 

    2、2018 年度“青酌奖”酒类新品发布盛典 

    会员单位均可申请参加 2018 年度“青酌奖”酒类新品评选

活动，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由国家级首席品酒师和国

家评委组成专家团、经销商代表团、消费者代表团和媒体代表团

共同评选出 2018 年度“青酌奖”酒类新品，并在酒博会期间对

获奖产品进行颁奖，展会结束后，获奖产品将珍藏于展馆长期展

示。 

    3、酒类产品包装创意设计大赛（最美酒瓶大赛） 

    4、“酒城论剑·品酒争霸”全国品酒师大赛 

    5、中国蒸馏酒产业技术创新战略工作委员会年会 

    6、2015 届国家级啤酒评酒委员年会 

    7、中国酒业协会国家级果露酒评委年会 

    8、中国酒业协会葡萄酒高峰论坛 

    9、中国陈年白酒价值论坛（诚信酒商授牌） 

    10、中国酒业协会白酒分会技术委员年会 

五、参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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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展企业需为中国酒业协会会员单位； 

2、参展单位需填写《参展申请表》，邮件或传真至博览会

组委会，组委会将根据展位预订情况及报名的先后顺序，与参展

单位签署《展位确认书》，并发放电子版《参展手册》。 

3、展位先订先得，额满为止； 

4、参展报名截止日期：2019 年 2 月 23 日； 

5、参加上述同期活动的详细申报要求另行通知； 

6、如需在展会现场销售产品的企业，请在《参展申请表》

中注明，组委会积极协调解决。 

7、网上报名：拟参展的单位及专业观众参观也可通过“中

国国际酒业博览会”官方网站（www.ciade.cc）报名，报名办法

详见网站说明。 

六、优惠政策 

1、参展企业领导作为开幕式、论坛等活动重要嘉宾； 

2、费用：免场地费、管理费、电费； 

3、展位设计、制作由参展企业负责； 

4、为参展企业免费提供 3 月 23 日—26 日泸州当地住宿。

其中：100平米以上特装展位提供参展商 2—3人住宿，36—100

平米提供 1—2人住宿，餐食自理。 

5、力争邀请 1000名年销售收入人民币 500万元以上食品及

酒类经销商、采购商、品牌运营商、电商，并提供 3 月 23 日—

26日泸州当地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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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为重要参展企业及经销商提供展会会刊免费宣传、展会

合作媒体宣传，为重要参展企业提供户外广告宣传。 

七、联系我们： 

电 话：010-5781 1300/1302/1303 转分机 

分 机：8062 刘小龙 18513958181 

            E-mail：liuxiaolong@cada.cc 

       9605 刘海坡 18811726675（白酒展区） 

            E-mail：liuhaipo@cada.cc 

       9106 元  月 13716603956（啤酒展区） 

            E-mail：yuanyue@cada.cc 

       9102 毛  勇 18513933956（黄酒展区） 

            E-mail：maoyong@cada.cc 

       9111 谢友刚 18611086852（酿造料酒展区） 

E-mail：xieyougang@cada.cc 

       9306 闫一楠 13811759797（进口酒展区） 

            E-mail：yanyinan@cada.cc 

       9217 火兴三 15822175113 （葡萄酒、果露酒展区） 

            E-mail：huoxingsan@cada.cc 

       9210 董丽娜 13810957799（装备及包材产品展区） 

            E-mail：donglina@cada.cc 

       泸州 杨  庆 15983012877 

            E-mail：15608987@qq.com 

mailto:maoyong@cad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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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参展申请表  

                                  中国酒业协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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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参展申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中文)  

(英文) 

地    址 

(中文)  邮编  

(英文) 

法人代表  电话  

联 系 人 

姓名  电话  

手机  传真  

E-mail  

参展登记 

□国际展区 

标准展位            个；光地            m² 

□国内展区 

标准展位            个；光地            m² 

主要展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1、请工整填写本表，保证以上信息准确无误； 

    2、请将本表和公司营业执照一同发送至中国酒业协会（联系方式详见第 11 页）； 

    3、欢迎致电 010-57811300/1302/1303/1314 垂询相关事宜。 

    4、官网报名： www.ciade.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