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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本报记者 张骅张晓梅

在中国白酒行业，有一家企业与

“CCTV感动中国”（以下简称“感动中
国”）人物评选活动紧紧相连，那就是

古井贡酒。熟悉“感动中国”活动的有

关人士透露，作为“感动中国”活动连

续两年的总冠名单位，古井贡酒·年

份原浆之所以能够从众多竞争对手

中脱颖而出，主要在于内在品质的卓

尔不群和始终如一。这种良好的品牌

形象与“感动中国”人物的评选标准

一样，触动人心的总是发端于内在品

质的人格魅力和感人事迹。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能够成为

“感动中国 2012 年度人物评选”活动
的总冠名品牌，也正是因为她有着同

样的内在品质和价值追求。正如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所说，“中华

民族是崇德向善的民族，中国是有着

五千年文明美誉的古老国度。行善积

德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新

时期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体

现。”白酒产业作为中华民族最古老

的民族产业之一，是民族精神和文化

的重要载体和象征，白酒内在的优秀

品质也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象

征。

有人这样形容“感动中国”获奖

人物：他们身上具有丰沛而持久的道

德力量，这种力量足以穿透历史而不

朽，足以直视现实而生辉。这其实就

是品质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在历史

中得到永恒的传承。在古井贡酒的身

上，我们同样也看到了这种力量和传

承。

在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一位普通的酿酒技师在工作日记扉

页里这样写道：“我是一个普通的酿

酒人，但是我也是一个典型的完美主

义者，在我的工作中，绝对不能容忍

任何质量缺陷，哪怕只是微乎其微的

一点儿！”简单的一句话，却镌刻着一

个酿酒人追求产品极限之美的职业

情操。感动就在身边，正是这些普通

的酿酒工人的共同劳动，升华、孕育

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极致品质，

是他们的辛苦付出，给我们的美好生

活锦上添花。这就是来自你我身边

的、却值得铭记的微小感动。

其实，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与“感

动中国”的契合，还源自于古井人的

真实性情———做真人，酿美酒；善其

身，济天下。古井人将这份真性情融

入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诞生过

程，因此便有了岁月沉淀与修炼之后

回归本原的纯正，从而感动着众多的

消费者；就像“感动中国”因紧握着中

国精神，才能让整个中国为之感动。

从 1996年首次酿造出以“年份”命名
的美酒———古井贡酒 5 年陈酿、古井
贡酒 10年陈酿，到 1998年在白酒行
业第一个推出了以“原浆”命名的产

品———古井贡酒原浆酒，再到 2008
年携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悄然入市，

古井人这一次次真实性情的豪然释

怀，使得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品质

完成了自我的飞跃和升华。

古井贡酒：寻找感动中国的理由
历时 3个月的“2012北京购物季”近日落下帷幕。新一轮

2013北京新春促销活动———“2013北京城里过大年”将全面
启动。活动由三个板块组成：一是精品年货展，包括各类年货

精品展，老字号商品、民俗商品和各地特色商品等展销活动；

二是购物嘉年华，包括商场、超市、购物中心等组织的节庆促

销和商品促销活动；三是团圆年夜饭，包括重点大中型餐饮企

业组织的美食节、团圆年夜饭等各种美食促销活动。

北京新徽商联盟求发展

资讯

根据 360安全浏览器最新一周拦截数据，火车票、机票钓
鱼网站占到拦截总量的 20%左右，相比之前增加近七成。此外，
虚拟物品交易钓鱼网站、《我要上春晚》等虚假中奖、假冒淘宝、

兼职欺诈网站分别排在拦截总量第二到五位。360安全专家石
晓虹博士表示，用户对于自己不熟悉的网站，特别是涉及网上

支付的购物网站，可使用 360安全浏览器 6.1版搭载的“照妖
镜”快速鉴定网站可信度，确定网站 100%安全后再进行交易。

近日，中文旅行网站去哪儿网与捷星航空在国际机票领

域再度达成合作，共同推出国内 6大城市至新加坡的特价机
票，普遍为当前市场价的 3折起。从去哪儿网旅游度假产品总
监高兴处了解到，此次与捷星合作推出多城市多日期至新加

坡特价机票，出发日期涵盖 2013 年 2至 4月，给消费者提供
更多选择便利性。以 3 月 4日出发为例，杭州往返新加坡
1900元，宁波往返新加坡 1800元，广州往返新加坡 1410元，
汕头往返新加坡 1990元。

日前，在全球通讯芯片龙头美国高通公司的 QRD合作伙
伴峰会上，由爱奇艺提供独家技术支持的视频播放性能优化

芯片高通骁龙 MSM8x25Q 处理器正式发布，以便有效提升中
低端手机视频播放的清晰度和用户进入视频播放页的加载速

度。“视频观看是手机用户的主流需求，中低端智能机用户对

清晰、流畅的视频观看体验同样具有强烈的需求。”爱奇艺副

总裁杨向华透露，提升中低端智能机视频播放品质将成为爱

奇艺今年的重点。高通方面表示，这款芯片的合作伙伴涉及三

星、HTC、联想、天语、摩托罗拉、诺基亚等主流手机厂商，将在
今年大量出货。

LS红旗电缆将 2013年定为进一步抢占中国电缆市场，坐
稳行业第一梯队的企业腾飞元年。为此，LS红旗电缆计划推出多
元化的市场发展战略。作为 2013年 LS红旗电缆重中之重的发
展领域，超高压电缆和海底电缆承载着企业发展的重要责任。同

时，为顺应产业化的快速发展，LS红旗电缆还将推出产业用特殊
电缆。据悉，LS电缆已在 2012年完成了符合中国标准规格（MT、
煤炭）的 20多种产品的开发及认证。金善国法人长表示：“ 2013
年将会是 LS红旗电缆立足主流电缆企业中的腾飞年。”

行业的寒冬并不能阻挡零售企业扩张的步伐。日前，北京

华冠超市旗下百货品牌华冠天地公益桥店在瑞雪缤纷中宣布

开业。作为北京西南郊区的龙头零售企业，北京华冠一直以房

山区为中心，在北京西南郊区布局。而此次开业的公益桥店则

是华冠首家进入北京市区核心商圈的百货店。随着华冠天地

的入驻，北京南城的商业氛围将进一步升温。北京商业圈“北

热南冷”的格局也会逐渐被打破。

宝利格柴油版搅动 SUV市场

360浏览器公布火车票钓鱼网站数

去哪儿网联手捷星航空打折机票

爱奇艺携手高通推出新款芯片

LS红旗电缆坐稳主流市场

京南传统百货企业逆势扩张

教育连锁品牌总评榜颁奖典礼开幕

本报记者 彭涵

2013年 1月 19日，由北京皖籍
联谊会、北京安徽企业商会主办，新

徽商联盟承办，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

限公司、爱唯华美国际葡萄酒协办的

“畅想美丽中国-共享美好安徽”2013
在京皖籍人士迎新春团拜会在北京

的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会上，中国证

监会原主席周道炯、安徽驻京办主任

汪韧、北京安徽企业商会会长何帮

喜、北京新徽商联盟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晏文胜、北京市投资促进局

局长周卫民分别致辞。

其中，晏文胜在致辞中介绍了

北京新徽商联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是由新徽商联盟会员联合发起成立

的专注于地产投资、股权投资、并

购重组的专业投资机构。公司通过

项目策划、金融创新、专业化运作

与管理，为企业提供优质的创新项

目，引领企业联合投资，从而实现

价值的放大与资本的增值。会上晏

文胜向原国家烟草局副局长、现任

中国烟草协会理事长、中纪委副部

级巡视员戴检明、北京安徽企业商

会会长何帮喜、中国农业大学资源

与环境学教授朱道林、北京联合智

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勇等顾问

颁发了联盟顾问聘书。

另外，晏文胜还介绍了主要从事

资助特困大学生、为皖籍大学生创业

提供创业种子基金，资助特困地区的

贫困人群的北京新徽商慈善基金会，

并表示基金会已收到百余名企业家

的捐款，资助了一大批的贫困优秀大

学生和失学儿童。原证监会主席、新

徽商慈善基金会顾问周道炯、原安徽

省省委书记、新徽商慈善基金会顾问

黄璜向为慈善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

20多位企业家现场颁发了“慈善家”、
“慈善大使”、“爱心人士”奖项。

最后，晏文胜表示欢迎来自全

国的徽商企业家加入新徽商联盟，

与联盟几百家企业一起抱团发展，

共行共赢。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与北京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景山支行、海淀新区支行、龙泉支行、通州

支行于 2012年 12月 27日分别签订《资产买卖协议》。北京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景山支行、海淀新区支行、龙泉支

行、通州支行将下列债权（见下表）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与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还

款协议、担保合同、民事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

权利和利益亦依法一并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

事处。现特向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公告通知债权转让的事实。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作为债权的受让人，

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和 /或者其责任继承

人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

和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和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存在其他变更情形的，

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责任承继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

履行或者承担相应的清偿、清算及其他义务和责任）。

受理公告事项联系人：崔女士、王女士

联系电话：010-66511258

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

2013年 1月 29日

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公告 海淀工商推进消保维权体系建设

近日，北京海淀工商推进消保维权体系建设，营造

放心消费环境。一是加强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工作，

为百姓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分局积极落实

《北京市工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测

工作的意见》，积极配合及时完成市局商品监测任务，

同时科学制定分局抽检计划，明确我区质量监测重点并

依法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按照市局新出台的《流通领域

商品质量监测工作规范》的要求，完善商品质量监测工

作程序，强化工作的规范性。二是加强消保维权机制建

设，拓宽消保维权渠道。分局大力推行小额消费纠纷快

速解决机制，联合商务委、商联会在全区商业、零售业

企业推行小额消费纠纷快速解决机制，并获区政府文件

支持。目前，共化解小额消费纠纷 1624起，先行赔付
金额 41.6 万元。建成阜成路餐饮绿色通道一条街，指
导当代商城成立客诉中心，进一步完善商业企业处理消

费争议处理机制。截至目前，全区绿色通道企业总量达

到 917家，涵盖了 30个行业和行业协会。

华泰宝利格的两款主力车型———宝利格智汇版和宝利格

智尊版都有柴油车型。前者自 2012年 7月上市以来得到了市
场和消费者的高度认可，产品一度供不应求；后者作为华泰宝

利格车系的旗舰车型，与同级竞品相比，具有同级中“最安全、

最豪华、最考究、最强劲以及最长质保”等五大优势，号称史上

最强的自主 SUV。在刚刚结束的 2012年广州车展上正式上市
以来也收获了大量订单。宝利格柴油版搭载的是欧意德 2.0T
清洁柴油涡轮增压发动机。该款发动机的技术源自意大利

VM 公司，并经过华泰汽车的消化吸收再创新，已经完全具备
了量产能力，并且拥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

会展

日前，渝酒首个白酒理财产品“诗

仙太白·95金樽”在北京举行上市路
演。据悉，“诗仙太白·95金樽”九十五
周年纪念收藏酒由现年 95 岁高龄的
“诗仙太白”第三代宗师、酿酒大师罗绍

文老先生担纲酿制，亲手勾调，并将在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限量发售

95000瓶。按照交易规则，北京路演之
后，“诗仙太白·95金樽”还将在重庆、
上海、广州、杭州等多个城市向投资者

进行巡回路演推介。重庆诗仙太白酒业

集团执行董事、党委书记、总经理陈红

兵表示将开辟商品销售创新模式来应

对市场的激烈竞争。

渝酒首个白酒理财产品上市路演 2013首都电梯行业峰会召开
以“强质量 重服务 树品牌，引领

电梯行业未来”为主题的“2013 首都
电梯行业峰会，北京市五星级电梯维

保企业品牌推介暨第一届首都电梯

行业领军人物颁奖典礼”，日前在北

京举行。峰会推介了一批五星级电梯

维保品牌企业，并进行了第一届首都

电梯行业领军人物颁奖典礼。据了

解，本次电梯行业领军人物的评选活

动中，组委会在多方征求、采纳意见

的基础上制定了电梯行业领军人物

的申报及评选标准，主要涵盖企业规

模、员工结构、安全质量、企业文化及

社会责任等具体指标。

1月 1日，中铁四局二公司新出
台的 《中铁四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

公司所属单位负责人职务消费管理

办法》 正式生效实施。这是该公司

今年以来正式实施的首个职务消费

管理办法。规范公司所属各单位领

导干部职务消费行为。办法规定，

公司所属各单位党政正、副职，在

职务消费中，必须坚持“三个结合”

即：坚持源头控制与综合治理相结

合、坚持保障公务与厉行节约相结

合、坚持廉洁自律与监督管理相结

合，切实严格规范职务消费行为，

从严控制职务消费水平。

中铁四局二公司职务消费有法可依 第二届中国公益节圆满落幕

由中国公益节组委会联合国内

外媒体联袂打造的“2012（第二届）中
国公益节”于日前在京圆满落幕。

本届公益节以“让公益成为一种

态度”为主题，旨在传播公益理念，向

积极投身到慈善公益事业中的企业

和人物致敬，引导各界跟随在公益事

业上的中国优秀企业先锋，共同播撒

公益慈善之种。

现场颁发了 2012中国公益节“集
体奖”、“人物奖”、“明星奖”、“组织

奖”、“项目奖”、“映像奖”、“创新奖”、

“绿色奖”、“品牌形象奖”、“传播奖”等

奖项。

近日，二公司成渝客专一分部荣

获“2012年度全国铁路总工会火车头
奖杯”称号。项目部自 2010年 9月参
建成渝铁路客运专线以来，通过全体

参建员工团结拼搏，内聚力量、外塑

形象，紧紧围绕工程建设这个工作重

心。在施工中，严格按照局经理部“标

准化建设、架子队施作、一盘棋推演、

六位体闪光”的总体要求，为实现“不

留遗憾，不当罪人，建不朽工程”的宗

旨，强力推行铁路工程建设标准化管

理，抓好重点工序控制的落实，把每

道工序、每个环节的责任落实到人，

实行全员、全过程管控，使安全质量

始终处于有序可控状态，每道工序都

做到合理把控、心中有数，实现了零

伤亡的目标。

（刘小蓉、刘璇、李顺勇）

成渝客专一分部荣获火车头奖

日前，全国 2013营养健康春季消
费节仪式启动，全国 2013营养健康春
季消费节组委会主任、金币联盟首席

执行官孔雷表示，“2013营养健康春季
消费节从维护公众的健康权益出发，

对所联合的营养健康品牌和产品均设

置严格的准入标准，确保推荐给公众

的是符合‘五星健康’指标的品牌和产

品。”国家公众营养改善项目办公室主

任、全国健康家庭联盟副主席于小冬

表示，我国的营养健康产业与发达国

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人均消费额仍

处于欧美市场发展历程中的初级阶

段。消费节组委会特聘专家、广东省营

养学会副秘书长朱惠莲指出，“健康管

理适用的不是病人，而是健康人、亚健

康人，使健康人更健康，使亚健康人恢

复健康。

2013营养健康春季消费节启动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债权明细如下

序号 借款人
未偿本金余额

（人民币元）

利息暂计至 2012

年 11月 20日
担保人 生效法律文书

1 中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65,000,000.00 15,874,651.93 北京喜神生日酒楼有限公司
（2012）高民终字

第 845号判决书

2 中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9,000,000.00 3,857,998.26

北京喜神生日酒楼有限公司、北京金九鹏海洋世界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大东北饭店有限公司、北

京中康餐饮有限公司、康维海

（2012）高民终字

第 851号判决书

3
北京喜神生日酒楼

有限公司
5,800,000.00 1,460,586.10

中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金九鹏海洋世界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康维海

（2012）一中民终字

第 6666号

4
北京喜神生日酒楼

有限公司
3,950,000.00 1,613,560.69

中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金九鹏海洋世界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康维海

（2012）一中民终字

第 6665号

5
北京大东北饭店

有限公司
5,900,000.00 1,217,159.33

中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精诚汇智投资担保

有限公司、刘增清

（2012）一中民终字

第 3172号

6
北京金九鹏海洋世界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5,840,000.00 1,026,331.01 中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康维国

（2012）一中民终字

第 5472号

7 北京中康餐饮有限公司 2,700,000.00 739,501.21
北京喜神生日酒楼有限公司、中康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康维国

（2011）一中民终字

第 17893号

8 北京中康餐饮有限公司 2,206,521.00 643,801.07
北京喜神生日酒楼有限公司、中康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康维国

（2011）一中民终字

第 17894号

9
北京金九鹏音乐

艺术俱乐部
2,785,000.00 1,133,793.83

北京申泰投资有限公司、中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王永涛

（2011）一民终字

第 17892号判决书

10
北京炫驰传媒广告

有限公司
2,654,999.44 844,778.92

北京金九鹏海洋世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京

磁强磁材料有限公司、张磊

（2012）二中民终字

第 03109号

2013年在京皖籍人士迎新春团拜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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