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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日前，美国行业权威杂志《现代物料搬运》公布了最
新世界叉车 20强排名（2011年度），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 10亿美元销售额位列第八位。

2011年安徽叉车集团抓住全球经济复苏、国内叉车
行业快速发展的机遇，全年累计销售叉车 7万多台，同比
增长 25.38%，实现工业总产值 70 多亿元，同比增长
20.86%。
“十二五”期间，安徽叉车集团将实施“一体两翼”发

展战略，巩固中间传统优势业务，加快向重型工业车辆、
电动仓储车辆以及相关工程机械领域拓展，延伸产业链，
提高增值服务能力。到 2015年实现整机产销不低于 14
万台，营业收入力争 150亿元，尽快进入世界工业车辆前
五名。 （张奎）

安徽叉车位列世界叉车制造业八强
古井贡酒荣膺 2012品牌
中国华谱奖、酒行业金谱奖
晓侃 本报记者 张晓梅

在日前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的
第六届中国品牌节上，古井贡酒同
海尔集团等 25 个国内知名品牌一
起荣登“2012 品牌中国华谱奖”金
榜，同时荣膺“2012 品牌中国（酒行
业）金谱奖”。
“华谱”，意为中华的脸谱。其奖

项每年评选1 次，只授予最能代表
国家品牌形象的企业，这也是代表
着中国企业品牌建设的最高荣誉。
古井贡酒获此殊荣，正是其白酒主
业销售额连续四年保持 68%的复
合增长率，综合发展增速位列中国
名酒前列的品牌影响力的全面体
现。

中国品牌节由中国国际商会、
品牌中国产业联盟联合主办，是国
内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
的品牌盛会，已成为企业展示自主
品牌形象和全球化实力的平台。华
谱奖评选则是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内
容，其评选标准涉及自主品牌、国际
化程度、社会责任、品牌购买力、品牌
活跃度、创新力等多个层面。而“品牌
中国金谱奖”是通过年度品牌行业地
位、品牌购买力、品牌活跃度等多项
指数的综合评选，评选出行业年度表
现最佳、可代表行业的品牌。

“古井贡酒能获此两大殊荣，正
是古井白酒主业销售额连续四年保
持了 68%的复合增长率，增速位列
中国名酒前列的迅速崛起的实力体
现，也充分展示了古井贡酒作为中
国老八大名酒自 2008年实施复兴跨
越战略以来，品牌价值回归高端、品
牌美誉屡创新高的王者归来之势。”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古井贡酒作为中国八大名酒之
一，也是中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皇
家贡酒，源于 1800多年前曹操进贡
给汉献帝刘协的家乡亳州的九酝春

酒，贡酒自此得名。此后，古井贡酒
年年进贡，岁岁受宠。新中国成立
后，古井贡酒四次蝉联国家白酒评
比金奖，多次选为国宴用酒，被世人
誉为“酒中牡丹”。2007 年，古井集团
新的管理团队提出“回归与振兴”的
发展战略，并创新性地提出了“年
份+原浆”的概念，首创中国白酒原
浆级年份酒标杆典范，挖掘出了中
国年份酒的新价值。横空出世的古
井贡酒·年份原浆，作为古井贡酒全
面复苏的引爆器和引擎，通过短短

几年的运作，在大江南北形成不可
阻挡的热销之势。它的品质得到了
各级领导的高度评价和消费者的普
遍赞誉，直接带动了古井贡酒连续
四年的高速增长，也引起了行业的
跟风热潮，树立了中国高端白酒的
新形象。

目前，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品
牌美誉和品质价值屡写新篇：2009
年、2010 年两会期间被全国政协会
议指定为专用高档白酒。 2010 年、
2011 年连续两年成为中国-东盟博

览会合作伙伴唯一指定用酒，连续
独家冠名 CCTV 感动中国 2011 年、
2012 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独家冠名，
彰显了企业品牌的良好形象。

2012 年是古井贡酒跨越发展承
上启下的一年。今年以来，古井贡酒
在以余林董事长为首的管理团队带
领下，大力推进跨越式发展战略，经
营业绩持续大幅增长，各项经营指
标均创历史最好水平。一个“跨入百
亿销售军团，重回中国白酒第一方
阵”的全新古井，正渐行渐近。

日前，新浪汽车及资深市场研究
机构平安信德对和悦车主开展了消
费者深度调研，调研行动遍及 20多
个省区，接受深度调研的和悦车主超
过 1200 人。在车型性能对车主生活
的重要程度调查中，和悦的外观造型
得票率为 65.54%，位列所有车型性能
的第二位 ,获得“宾法十年最美车型”
美誉 . 这表明在和悦车主的汽车生活
利益中，外观造型占据着较为重要的
地位。

在调查报告中显示，对于和悦的
外观造型，车主的好评率为 54.46%，
相对好评率为 35.42%。两者合算，
车主的积极评价率高达 89.88%。相

反，消极评价率只有 0.48%。这一组
数据充分表明：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和
悦的外观造型不负众望，不仅时尚大
气、精致典雅，而且兼顾家用与商务
等多项功能，有效满足了车主的多层
次需求，给车主带来了非常愉悦的情
感体验。对于和悦的外观造型，车主
在生活韵致、车型品质、用途方向三
个维度上给予了积极评价。

综合调研结果而言，江淮和悦的
造型设计无疑将欧美前沿性的国际
化设计理念与中国传统美学工艺相
结合，兼收并蓄，不断突破，使得和悦
的造型设计成为自主 A +级家轿典
范，受到消费者的喜爱与认可，同时
推动了“华系车”向世界独立车系发
展目标的实现。

日前，由日本河西株式会社、芜湖
奇瑞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河西汽车内
饰有限公司三方投资的芜湖河西汽车
内饰件有限公司在鸠江经济技术开发
区投产，标志着该市汽车及高端装备
产业再迎新成员。芜湖市委副书记、市
长杨敬农出席投产仪式并会见日本河
西工业株式会社社长渡边邦幸一行。

据了解，芜湖河西汽车内饰件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项目总投资
1.922亿元，主要从事汽车内饰件的开
发、设计、制造和销售业务，预计 2015
年，可形成年产 50万套内饰件的生产
能力。

芜湖河西合资项目是奇瑞在汽车

全产业链进行多元国际化合作的一部
分，项目的投产将有效提升奇瑞汽车
内饰件产品的研发、生产配套能力和
质量水平，从而促进奇瑞产品的整体
工艺质量和产品及品牌形象的提升。
而奇瑞汽车的发展又将带动合资公司
业务的不断发展壮大，从而实现合资
三方的互利共赢。

奇瑞汽车新闻发言人金弋波曾表
示，全球化发展到今天，任何企业都不
能闭关自守，都不能仅仅依靠自身的
力量而取得成功，特别是自主品牌汽
车企业，必须通过整合全球优势资源，
在全产业链展开国际合作，才能全面
提升自主品牌企业的体系创新能力，
为自主品牌下一阶段的发展提供助
力。

日前，记者从合肥市经信委获悉，今年 1—8月份，合
肥市 2078 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4180亿元，总量超 2010年全年水平；完成工业增加值
1049亿元，同比增长 17.5%。

1—8月份合肥市完成工业投资 1063.4亿元 , 总量超
2010年全年水平, 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达 37.9%，
其中，技术改造完成投资 619亿元，同比增长 14.1%，占工
业投资的比重达到了 58.2%。1—7月份，合肥市工业投资
总量超武汉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第 4位、中部省会城市第 1
位。 （郝玲）

日前，淮北矿业临涣矿党委以实施“红领工程”为载
体，提高党建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培养“五带头”党员
队伍，切实在安全生产中营造出党员“学”的环境、“干”的
信心、“争”的氛围、“创”的气势，激励全矿 661名党员在
矿井安全生产建设中建功立业，使党建活动成为推动矿
井发展的核心动力，并通过“红领工程”的实施，以一系列
富有成效的、党员群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党建活动载体，
使党建工作与安全生产融为一体，不断提升党建工作的
层次，不断提升党建活动的内涵和价值，使党建活动成为
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 （郜宏田）

日前，为培育一支作风过硬、工作过硬、现场适应力和
执行力强的员工队伍，皖北煤电卧龙湖矿积极从思想意识
上、管理上和员工操作行为上寻找新差距，全面落实“人才
兴企”战略，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提高职工素质的新思路、新
方法和新途径，在全矿推进实施以员工“岗位流程、作业标
准、应急处置”为主要内容的安全确认工作，全面提升员工
素质，为矿井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谢超 尹圳）

淮北矿业朱仙庄矿以瓦斯治理利用示范矿井建设为
契机，不断加大瓦斯治理、利用力度，今年 1—8 月份，安
全抽放瓦斯 1790万 m3，实现了瓦斯“零超限”。该矿把“一
通三防”作为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坚持“瓦斯超限就是
事故”，进一步简化优化通风系统，矿井采掘头面全部实
行分区通风，采区变电所、绞车房等硐室均设有独立回风
道，实现了独立通风。 (朱安 郝玲)

8月 28日上午，安徽骐骥生物质能科技有限公司年
生产 23万吨生物柴油项目，在安徽省舒城县杭埠经济开
发区动工兴建。该项目原在合肥市包河区工业园，由于城
市发展需要，对有关工业项目进行“腾笼换鸟”式迁移，所
以才落户舒城县杭埠经济开发区。项目主要生产生物柴
油及附属粗甘油、燃料油等相关产品，项目总投资 8亿
元，主要是利用废弃的地沟油和进口废棕榈油等有关废
弃油脂为原料，年产生物柴油 23万吨，投产后，年销售收
入达 25亿元。 （吴明）

无为县始终坚持把利用外资作为招商引资的重中之
重，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利用外资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坚持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借款和其他投资“三管齐
下”，着力提高项目履约率、资金到位率和项目成功率，促
进利用外资工作快速进展。今年前 7个月，该县累计到位
外资 12110万美元，同比增长 44.1%，完成预期目标的
105.30%，提前 5个月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利用外资
总额位列全省县级第一。 （胡春雷）

9月 19日上午，合肥市瑶海区举行重大引进项目集中
签约仪式，一批总部经济、高科技产业项目正式落户该区，
总投资约 60亿元。这也是该区 2012年举行的又一次重大
项目集中签约入驻仪式。本次引进的 4个重大项目，分别
是中盐安徽红四方国际广场项目、IC卡智能终端生产线及
物联网研发中心项目、安徽省第三方支付中心项目、安徽
朗坤物联网大厦项目，4个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60亿元。4
个项目除中盐安徽红四方国际广场外，其他 3个均为物联
网项目，成为本次签约仪式上的一大亮点。 （解琛）

9月 23日，淮北矿业集团石台矿业纪委节日廉政督察
组进行拉网式督察，重点检查基层 14家单位，节日期间困
难补贴及慰问金发放情况，“两节”来临，再紧廉洁弦。

他们从保持廉洁教育常态化入手，针对中秋、国庆
“两节”思想活跃的实际，采取发送廉洁短信的形势，要求
全公司队长以上管理人员做好廉洁自律和“一岗双责”制
度。今年以来，共有 220多人次接受警示教育。 (高矿)

杨柳矿属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是淮北矿业集团公司
井下地质灾害最严重的矿井之一，再加上受冲击地压的
影响，防治瓦斯的难度很大。面对困难，该公司改进施工
工艺，利用先进的施工手段和技术，加大瓦斯的治理力
度，在工作面形成前，利用底板穿层对工作面内部施工穿
层钻孔提前卸压，施工结束后封孔合茬，再预抽半年。由
于采取了先进的瓦斯治理技术，目前，该矿在瓦斯治理上
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保证了安全生产。（黄伟 郝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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