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武汉店 武汉江岸区京汉大道商住楼 B 栋 1-2 层 5 商室；
荆州市沙市区园林东路 1 号； 宜昌高新区港窑路 22 号运河佳苑 1
号商业区第三层；黄石市黄石大道 1399 号黄石周刊读者文化俱乐
部；十堰市张湾区江汉路 39 号神定河蔬菜批发市场；京津地区：北
京店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东路 57-3；天津店 天津市河东区新博
园 9-302/301；江苏省：南京店 南京市建邺区汉中门大街 169 号
南京农业科技大厦二楼； 徐州市中山南路成功大厦 13 楼 1 座；徐
州市泉山区城南大道 6-1 号今典大厦 204-206； 淮安市清河区淮
海北路 120-3 号江苏广播电视报读者生活馆； 宿迁市幸福南路绿
洲豪庭 6 幢 109 号； 泰州市海陵区青年南路 476 号； 南通桃坞路
58 号新一佳七楼 721 室； 盐城市大庆路 39 号 盐城广播电视报读
者生活馆；苏州市沧浪区学士街 243 号；常熟市虞山北路 48-2 号；
镇江丹阳店 丹阳市云锦大厦 1-5 轴线云阳大厦 CE 轴线（新民路
27 号）；镇江店 镇江市京口区双井路 18 号；扬州店 扬州市毓贤
街 18 号 10-201；常州店 常州天宁区武清路御和苑 5-1；无锡店
无锡市蠡湖路 528-534；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中路假日大厦 401；
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华西路中华物流大厦 7 楼；浙江省：杭州一店 杭
州市拱墅区和睦路 2 号元谷创意园 2-206； 杭州二店 杭州市下城
区建国北路 627 号； 湖州店 湖州市红丰家园 1 幢红旗路 617 号、
619 号、621 号；嘉兴越秀南路市委党校 5-4 号（文纬路公交车站

台往东 10 米）；舟山市沈家门东海中路 964 号,普陀馆；舟山市定
海新桥路 609 号,定海馆；金华市人民西路 755 号 5 楼；绍兴店 绍
兴市中兴南路 64-90 号三楼；上海市：上海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盘
古路 388 弄 5 号楼 201-205； 上海一店 上海市闸北区场中路
2995-5； 上海二店 上海市杨浦区国和路 346 号原体操房； 安徽
省： 合肥一店蓝岸雅居二号楼商 101 室； 合肥二店蜀山区黄山路
639 号金大地公馆 6 幢 109、110、-110、111 商铺； 安庆市开发区
菱湖北路 122 号； 铜陵市北京中路 779 号、 植物园大门向西 100
米；马鞍山市花山区新天地广场 3 楼；滁州市南谯北路 968 号百诚
大厦 1003-1005 室； 淮南市田家庵区朝阳东路现代商城 103 室；
巢湖市长江中路城市之光 H3-1 楼 1 号； 蚌埠淮河路 239 东 -1
号；山东省：济南东城店 济南市历下区明湖东路 9 号保利芙蓉 2 号
楼 1-104；济南西城店 济南莱钢大酒店（纬十二路与经六路交叉
口）；青岛市南区延安三路 135 号艾丽华大酒店；日照市东港区昭
阳路与济南路交叉路口，信合苑沿街山东广播电视报读者生活馆；
东营市东营区济南路 225 号（刘家批发市场南门旁）；济宁市任城
区宣阜巷文化步行街 6 号；泰安市东岳大街东段（与虎山路路口东
行 200 米路南）上医世家；临沂市兰山区临西一路与银雀山路交叉
口往东 50 米 山东广电报；潍坊市奎文区华光鸢飞路新 5#2-401；
河北省：石家庄西城店（石家庄桥西区裕华西路 164 号 0.303）；石

家庄东城店（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 471 号）；沧州市运河区宏
宇城 B 区商业楼 3＃302 铺；邯郸市邯山区陵园路 134 号 4 楼 ；廊
坊市广阳区万达广场 C2-001；广东省：广州越秀区中山一路 48 号
之八 3 楼；江门市蓬江区港口一路 67 号二楼；佛山市禅城区卫国
路 75 号佛山体育馆内；惠州市惠城区麦地东路 1 号东江明珠花园
C 栋 2 楼 205 室；广西 ：南宁店 南宁市民族大道 63-1 欧景城市广
场 T1 段 2203 号； 桂林市象山区中山南路与上海路口交叉处鑫桂
商业街二楼桂林广播电视报读者生活馆； 柳州市柳北区跃进路 47
号欧亚城市广场，广西广播电视报柳州读者生活馆；柳州市鱼峰区
驾鹤路江滨公园猫王国际对面；梧州市长洲区银湖路 17 号，消防
大队东临；北海市北京路 63 号华杰春秋源 4 栋 12 号商铺一层；湖
南省： 长沙一店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新建东路 138 号 301 室；长
沙二店 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59 号；株洲市天元区黄河南路与天
伦路交叉口（湖南金鹰报株洲读者生活馆）；岳阳市岳阳楼区保利
西街十七栋三 O 一；江西省：南昌一店 西湖区新洲路 117 号新田
绿洲 7 号一二层；南昌二店 洪都中大道 87 号（原解放西路 80 号）
隆鑫广场 A 区 A1-103、A1-303； 九江店 九江市浔阳区浔阳西路
9 号启程酒店二楼；赣州市章贡区大公路西段吉祥花园北门江西广
播电视报赣州生活馆；景德镇市珠山区中华北路农商银行二楼；上
饶市信州区带湖路 56 号；辽宁省：沈阳一店 沈阳市铁西区保工北

街 18-6 香域蓝山；沈阳二店 沈阳市沈河区大南街 61 号；鞍山市
立山区北胜利路原劳动大厦嘉水世界北走 30 米 辽宁广播电视报
社鞍山读者生活馆； 锦州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上海路 2 段 76-2
号；大连市甘井子区松江路 12 号（辽宁广播电视报社）；辽阳市白
塔区新华路西五道街 178-6 号；盘锦市兴隆台区兴二街 8 号 广电
报读者生活馆 ；吉林省：长春一店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亚泰大街
东中环 11 区 3 号楼 1-10/4-15-4105 门市旁； 长春二店 吉林省
长春市朝阳区开运街 65 号平安小区 6 号楼 102 号商铺；吉林市昌
邑区解放北路和雾凇东路交汇处道南影视周报读者生活馆； 通化
市 东昌区民主路与光明路交叉口， 影视图书周报读者生活馆； 河
南省： 郑州一店 郑州市中原区桐柏路与西站路北（桐柏北路 115
号）三楼北侧；郑州二店 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 5 号附 2 号二层（郑
州通达投资有限公司）；开封市 开封市鼓楼区西门大街 155 号；西
北大区： 陕西省 西安一店 西安市新城区民乐园万达广场 8 栋 7
单元 301 室； 陕西省 西安二店 西安市雁塔区西延路西侧中段一
层、二层；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麦积山路周家庄 43 号 3 楼；山西省
太原二店太原食品街 55 号；西南地区：贵州贵阳市南明区蓑草路
11 号 2 层门面；重庆市渝中区国际村长广璐大厦 30 号 2 层（总
馆）；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民航路 260 号附 7 号城市理想商铺
8-108 云南广电报读者生活馆。

酒金会中国酒窖全国展示地址(待续)：

■传统古法手工强势回归，“为自己酿酒， 和圈内人分享”，“以前
只在电视里看到的人，现在一起面对面品酒交流”。

核心提示：无论瑞士名表、法国高端皮具、定制西装，还是宣纸、书画、明式家具等，都是因为传统手工技艺的原真性而魅力尽显，这股热潮也已影响白
酒。 上世纪 90年代之前的老酒，经常拍出十几万元的高价，那时还是传统纯粮酿造，新工艺还没兴起。 收藏界共识：酒精勾兑酒没有一丁点的收藏价值。

快讯：酒金会作为“2016 年中国品牌年会”及“中国投资者大会”战略合
作伙伴，现在加入，即有机会获得门票！ 北京臻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酒窖专席：400-010-0082
酒金会网址

www.jiujinhui.com

■尊重传统、坚守传统、留下传统，“中国酒窖”为中华传统酒文化传承创新而生！

家庭酒窖 2.98万元 /100瓶 /壹手
企业酒窖 58万元 /2000瓶 /壹组
中国酒窖 300万元 /10000瓶 /壹组

合伙人专席
400-114-9-114

中国酒窖始创者， 中国酒窖金融会馆全
国连锁；金融工具创新；发行茅酒货币；
推动产业金融化；开放性合伙人平台

（酒窖红木柜组需收押金）

（服务时间:9:00-17:30）

“中国酒窖”引发轰动 原真酱酒炙手可热

临近中秋、国庆，白酒关注度升温，我们该选什么样的
酒？ 选高价酒？ 选大品牌？ 还是选品质和性价比好的酒？

随着传统文化的强势回归，纯粮发酵、老工艺酿造、传统
风味的原真白酒“酒金会”原浆，一经上市，就受到高端人士
的热烈追捧。

“商场里买不到”、“会员可见证制曲、发酵、窖藏” 、“不
用上 EMBA， 就能进入高端社交圈”、“全国各地都有会馆”、

“听说还能流通”……
最近，一个神秘的话题在金融圈、商业圈、文娱圈异常流

行，各界人士纷纷接踵而至，踊跃抢订，以致一窖难求。
据了解，这款名为“酒金会”的年轮原浆酒，最早源于多

年前中国特殊产权商品交易所酒金会创始人崔巧玲女士跟
金融界朋友探讨时想喝到百年前茅式酱香的灵感。 孰料，“为
自己酿酒，和圈内人分享”的想法，一经推出，旋即引起更多
高端人士的共鸣和参与，以原真白酒为载体，传承中国古典
酒文化，让中国白酒像瑞士名表、法国高端皮具，具有老工艺
的原真价值，“酒金会”由此而生，“中国酒窖”作为中华几千
年酒文化的传承代表也随之呈现在世人面前。

茅式酱香由于原产地很小，酿酒工艺传统独特，“越陈越
香”的特点突出，理所当然成为“中国酒窖”的不二之选。

酒金会在茅台镇核心原产地并购老窖池，严苛按照茅式
酱香的传统工艺、原料，采用原生态的红缨子高粱、神奇的赤
水河水，一年一个生产周期，端午踩曲、重阳投料，九次蒸煮、
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至少五年窖藏。

酿酒的全过程，会员都可以亲身参与、见证，真正实现
“为自己酿酒”。 没有所谓的“花开富贵”、“特供酒”、“纪念酒”
等系列，只以酿造当年的“年轮”签证，这也是古代酿酒坊的
老方法，确保原真。

这本来是几千年来中国酒文化的传统底线和“酒魂”，却
被现代白酒弃如敝屣。

神秘话题：为自己酿造一款酒

回归传统：找回中国白酒的“灵魂”

酒金会“中国酒窖”郑重向全国公告“三不原则”：
“绝不从原产地窖池之外采酒， 绝不添加外来物质勾
兑，绝不虚标年份”。

某藏酒名家也是酒金会会员，他一语道破：没有
严格按照传统酿造工艺酿制的酒因为缺失中国酒文
化传承的灵魂，只会走向穷途末路；相反，传统酿酒工
艺的原真价值， 更能顺应中华文化复兴的大趋势，在

几千年的中华酒文化的底蕴上强势回归。
“让酒桌文化上升到精神消费，中国酒窖符合高

端人士返璞归真、回归传统文化的品位需求！ ”
有意思的是，年轮原浆用高温烤花工艺，酒瓶底

烧制唯一的二维码，通过扫码可以实现文字、语音、视
频等定制功能，让好酒“说话”，传达送酒人的祝福和
心声，特有人情味。

年轮签证：古代酒坊的老方法

“以前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人，现在一起面对面
品酒交流”。 老工艺酿造复杂，周期漫长，每年酿酒极
为有限，注定只能是绝版限量。 好处是，不会像集团公
司那样疯狂追求产量和利润。

酒金会只以“中国酒窖”的方式和会员分享，既能
喝到“传统老味道”，又能进入酒金会所有会员高端社
交圈，“人抬人，无价宝”。 正如很多会员所说，“这款酒
很抬人”， 很多精英人士和企业闻风而动， 纷纷订购
“家庭酒窖”、“企业酒窖”、“中央酒窖”，古典红木酒柜

可以自由拼配，放在客厅、餐厅、书房、办公室，凸显高
雅品位气场。

同时，会员还可在全国各地的中国酒窖金融会馆
以酒会友，扩展圈层人脉，已经有很多会员获得商务
合作、融资的机会，“这是花钱都买不到的”。 华夏珍宝
博物馆执行馆长张三鉴激情点赞，“儒雅群贤俱乐部，
理想生活桃花源”。 李秀兰（前麦肯锡大中华金融负责
人， 现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秘书长），“酒金会———
酒与金融的结合，商业与生活的连接”。

圈层文化：“这款酒很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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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轮“家庭酒窖”“企业酒窖”“中国酒窖”绝版限量发行！

眼下白酒行业尚未回暖， 新工艺白酒严重过剩，
引起酒业人士的深刻反思：我们是卖酒还是卖酒精？

只有传统工艺、纯粮酿造的原真白酒，才能“越陈
越香”，才有收藏的价值，这是人所皆知的共识。

很多商业人士纷纷要求加入“酒金会”，据了解，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都、南京、杭州、无锡、郑州
等近百家中国酒窖金融会馆迅猛崛起。

酒金会年轮原浆绝版限量发行，以“中国酒窖”的
方式开放给会员，每年的年轮酒绝不存货，具有天生
的稀缺性。 每一瓶酒金会年轮原浆，都有唯一编号和
二维码，既可以追根溯源，又是进入交易平台的身份
证，交易、流转、挂单。

无论是发行方还是会员，如果第二年有需要上一
年的年轮原浆，只能通过酒金会的交易平台，从会员

手中收购，充分保证年轮酒的流通功能。
一位经销白酒多年的资深人士，抢到了中国酒窖的

席位，他感叹，就像以前滥杀的猎手变成护林工！传承先
人的传统酿酒文化，不能让后人只能喝酒精。

投行专家撰文指出，酒金会让金融附体在优质高
端白酒上，有利于保护中国传统手工的传承，更提升
了白酒消费的档次和仪式的尊贵性，中国酒窖代表着
中国几千年来的酿酒工艺传承和中国酒文化的家族
传承、圈层传承、经济传承。

http://finance.qq.com/a/20150325/057478.
htm

尊重传统、坚守传统、留下传统，“中国酒窖”为中
华传统酒文化传承创新而生！！

原真白酒：投资“原始股”

古法制曲。

酒金会酒窖 2014年重阳下沙。

“以前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人，现在一起面
对面品酒交流”。

北京龙潭湖酒金会中国酒窖实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