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瀘州老窖是中國內地百年老字號領軍白酒品牌，為國有大型骨幹釀酒集團，
其前身為明清 36 家古老釀酒作坊群。懷揣「做中華酒業巨子，經濟全球化
的大型企業集團」、「把瀘州老窖建成全球酒類市場中的航空母艦」的企業願
景和發展戰略，瀘州老窖集團於 2012 年在香港成立合資國際公司，作為瀘州
老窖集團放眼世界的窗口，由此穩步實施走出去戰略和全球化戰略。

以華人華裔為紐帶 滲入國際市場

「香港一直是內地企業跟世界聯繫的窗口和平台，是中西文化的融合體，因此
理所當然地選擇香港作為橋頭堡。」瀘州老窖國際發展（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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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總經理許露

總經理許露這樣解釋瀘州老窖來港初衷。她表示，瀘州老窖的企業使命是「凡華人之
所到，品味瀘州老窖」。公司致力於打造以華人華裔為中心的營銷網絡和消費市場。
而香港作為傳統內企走出去跳板，其全球金融中心和中西文化融合的多元文化背景是
瀘州老窖整合全球化戰略的最佳地點。
她認為，「雖然瀘州老窖在內地已經是響當當的品牌，但要走進國際市場還是有挑
戰。我們需要一個試驗地去測試國際市場或海外華人對於產品的接受程度，香港作為
中西文化的融合點，擁有多元化的社群，對於酒精類飲料的飲用習慣和品牌喜好更趨
向國際化。透過他們的眼光和視野來開拓新產品，亦能了解瀘州老窖在國際市場的定
位。因此，對我們來說，香港是非常理想的實驗點。」
■瀘州老窖位於瀘州市的行銷指揮中心

香港中西文化背景

助老牌白酒走進國際市場—
助老牌白酒走進國際市場
—瀘州老窖
專業人才薈萃 國際機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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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對於酒精類飲品的營銷限制較少是吸引瀘州老窖來港的又
一原因。「相比其它國家和地區，在香港經營和銷售酒精類飲品
相對沒有太多的限制，這對我們來說也比較容易運作。」
與此同時，香港擁有豐富的國際及本地人才、專業知識及基礎
設施，對矢志走進國際的瀘州老窖來說實在是一大吸引點。事實
上，為打穩香港這個發展基石，瀘州老窖亦要求其香港公司人員
必須熟悉香港法律法規和商業規則，而在關鍵崗位也盡量選擇具
有國際化專業背景的人才，其中，香港公司財務負責人就具有英
國註冊會計師資格。
此外，得益於香港在亞太烈酒市場的戰略性重要地位，瀘州老
窖透過參與國際性酒展積極吸納華人僑領為公司經銷商，並接觸
到許多國際買手。「Vinexpo 是國際酒業三大盛會之一，隔年在
港舉行，去年我們有幸參與，並意識到許多本地消費者及國際買

家都對白酒非常感興趣，也收到許多訂單。」她希望在香港政府
的支持下，參與更多國際性酒展，在不斷學習積累經驗的同時，
將產品及中國白酒文化介紹給更多海外買家，再推向到更廣泛的
人群。

售終端已超過1500 個。特別是已成功進入了14 個國家至少 68 個國
際機場的國際免稅店，基本覆蓋了亞太區所有重要國際機場，並遠
至中東、非洲等地，是目前中國白酒中國際免稅渠道能見度最高的
品牌之一。

以港為營銷總部 冀模式複製海外
在港發展三年，瀘州老窖已擁有一批忠實本地客戶。許露解釋，
「隨香港和內地經貿往來的密切程度不斷遞增，許多港人及在港
海外人士亦開始主動了解和接受白酒和中國式飲酒文化。這是一個
很好的起點。」她又稱，「香港是一個基地，希望在香港的活動，
逐漸形成樣板，之後可以複製到更多的國家和地區。」
以香港為全球營銷總部，瀘州老窖主動尋求與國際酒類巨頭合
作，有效提高在國際市場的覆蓋率。截至 2014 年底，公司出口銷
售區域增至 38 個國家和地區，從傳統的東南亞發展到了中東、英
國、荷蘭、巴拿馬、俄羅斯等地區。海外經銷商約 42 家，海外零
■歷屆封藏大典，都在傳統的祭祖環節拉開序幕。

助企業把握先機
助企業把握先
機 進駐香港發展業務
香港投資推廣署專責協助海外和內地企業在香港開業和擴展業務，在客戶來港
發展的各個階段，免費提供量身訂造的支援服務，過程一概保密。服務包括：策
劃階段－提供有關香港營商環境資訊，當中包括個別行業的最新商機、成本模式
參考、開業程序和最新法規和條例，並且安排實地考察和會見有關機構；成立階
段－介紹商業服務供應商、安排聯絡相關政府部門、辦公室選址諮詢，以協助客

戶順利開業；開業階段－為企業在港開業或拓展時免費提供公關宣傳支援；擴展
階段－在企業拓展在港業務的過程中提供持續支援，包括提供業界和商界的聯誼
機會、協助企業進行商業配對，並且提供有關研究和發展津貼及政府政策和資助
方面的諮詢。投資推廣署在內地設有五個辦事處，分別位於北京、上海、廣州、
成都和武漢，為內地企業提供多元化的服務。

律政司告《蘋果》侵大劉私隱
指未經同意登醫療報告 張劍虹代表報館拒認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蘋果日報》前年 4 月未經華置
前主席劉鑾雄（大劉）同意，刊登一張疑似大劉的醫療報告影
像，早前遭大劉循民事途徑入稟控告侵犯私隱、要求法庭頒令禁
止相關報道。《蘋果日報》其後再就此事惹上官非，律政司正式
票控《蘋果日報》及時任總編輯張劍虹違反私隱條例，案件昨日
提堂。《蘋果》一方由張代表否認控罪，由於控方需時向澳門執
法部門取證，案件押後至 8 月再訊。

現為《蘋果日報》副社長的張劍
虹，昨於律師陪同下到觀塘法院
應訊，他離開法庭時並沒有回答記者提
問。
蘋果日報有限公司、蘋果日報印刷有
限公司及張劍虹，共面對4張傳票，指他
們作為《蘋果日報》東主、出版人、承
印人及總編輯，在2013年4月30日未經
劉鑾雄先生同意，刊登一份日期為2008
年4月10日的醫療報告，內容涉及劉的
個人資料，從而意圖獲取金錢得益。

控方申押後待向澳門取證
案件昨提堂時，控方本申請辯方毋須
答辯，要求將案件押後至8月18日，待
控方向澳門執法部門取證，惟裁判官聞

言指兩者並無衝突，隨即詢問辯方是否
準備好答辯，張劍虹其後代表《蘋果》
一方否認共4張傳票。
代表律政司的檢控官關百安指，高等
法院日前已就此案批出一份請求書，希
望澳門當局協助取證。他並透露控方將
與澳門廉政公署及檢察院溝通，安排證
人於澳門法庭作供，再將相關謄本等資
料轉交本港法庭，現正等候對方安排審
訊日期。

大劉已入稟促禁制報道
涉案報道於前年4月30日刊登後，大
劉翌月曾在本港多份報章刊登聲明，指
相關醫療報告屬於2008年4月交予澳門
調查單位的保密文件，從未同意公開，

港視發牌官司
政府決定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高院上月24日裁定港視
勝訴，當局決定提出上訴。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
律師的法律意見後，決定就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早前裁定
香港電視網絡司法覆核勝訴的判決提出上訴，並在昨日
按法院規則，將上訴通知書送達香港電視網絡的代表律
師。香港電視網絡則指，已接獲相關的上訴通知書，正
尋求法律意見。
香港電視網絡早前就不獲政府發出免費電視牌照提出
司法覆核，高院上月24 日裁定港視勝訴，撤銷特首會同
行政會議於 2 年前的決定，並發還行會再考慮是否發
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律師的法律意見後，昨
日決定提出上訴。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由於司法覆核案件已進入上訴
程序，現階段不便作出評論。

此前，「保衛香港運動」一行十數人昨日在高院外集
會，批評高院早前容許港視提請司法覆核並獲勝訴，是
「沉迷電視，忘記法治」，並高叫「行政主導不可破，
法庭不應隨意管」等口號。他們要求律政司就案件提出
上訴；律政司昨午派代表接收請願信。

■時任《蘋果日報》總編輯的張劍虹就違反私隱條例出庭應訊。
批評有關披露無視他維護個人私隱的法
律權利，希望澳門當局徹查事件。
大劉並於前年 5 月入稟高等法院，控
告《蘋果日報》督印人、總編輯及承印
公司侵犯私隱，要求法庭禁制該報道，
及要求對方交出有關文件、賠償損失，

兩名被告分別為「學民思潮」成員李宗澤
（18 歲）及前召集人林朗彥（20 歲），於前年
11 月特首梁振英出席施政報告首場地區諮詢會
時到場示威，並疑與警方發生肢體衝突。兩人
分別於上月被警方拘捕，被指在香港聯同不知
名者參與非法集結。

「佔」
青陳白山涉襲警甩身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佔中行
動」秘書處義工陳玉峰胞弟陳白山（24 歲），
涉於去年 9 月 29 日晚上在龍和道拳打警長胸
部，被控襲警，案件昨裁決。裁判官梁榮宗不

地址： 香港中環紅棉路8號東昌大廈25樓
電話：（852）3107 1000
傳真：（852）3107 9007
網站： www.investhk.gov.hk
電郵： enq@investhk.gov.hk

「保港」批高院插手行政

案件已排期於本年9月24日進行案件管
理會議。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披
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的個人資
料屬罪行，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1,000,000元及監禁5年。

「學民」兩成員拒認非法集結 「佔旺」義工吳定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學民思
潮」兩名成員包括前召集人林朗彥，涉於前年
11月24日參與示威活動，上月遭警方拘捕，控
以 3 項參與非法集結罪，案件昨於沙田法院提
堂，兩人均否認控罪，獲准保釋至下月 16 日作
審前覆核。

投資推廣署總部

接納警員的解釋，指事件由被告拒捕及反抗時
引發，又稱警方當時沒有法律基礎要求陳出示
身份證，所以陳沒有義務出示，裁定被告襲警
及沒有出示身份證兩項罪名不成立。

涉打暈警員受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3 名休班警員在去年 12 月 1 日
途經金鐘海富中心時，與多名示威者發生衝突。其中一名社運
分子涉嫌先跳起用胸口撞向一名警員，並揮拳打該警員的左
頸，其後再騎上另一名警員的腰間揮拳毆打，令警員一度失去
知覺，迷糊間警員起身搶委任證，後來再度暈倒，被網民恥笑
他「扮暈」。兩名示威者被控三項襲警及一項普通襲擊作交替
控罪，昨在東區法院受審。涉騎坐休班警員梁冠澤腰間並施以
襲擊的被告為「佔旺」義工吳定邦（38 歲）。梁出庭作供時
指，驗傷報告證實他頭、臉及背部受傷，尾龍骨有大塊瘀血需
接受超聲波及物理治療，獲14天病假。
另一名報稱文員的被告蘇永健（30 歲）拒絕警方調查時，涉
嫌用手撥開督察，擊中他左臉。案件今日續審。

吊臂車掃跌招牌砸平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
■ 廟街其中一個被吊臂車
者 杜法祖）油麻地昨
撞塌招牌擊中房車車頂。
撞塌招牌擊中房車車頂
。
晨發生吊臂貨車撞塌招
牌意外。一輛吊臂貨車
駛入招牌林立的廟街，
疑因吊臂未完全收妥，
連環撞毀街上 3 個懸於
大廈外牆的大招牌，其
中一個霓虹招牌傾側墜
下時，壓毀兩輛停泊在
路邊的私家車，幸無人
受傷。
肇事吊臂重型貨車的
40 歲姓黃司機，事後在
現場協助警方調查，他通過酒精測試，初步懷疑車上吊臂事
前未妥為收好肇事。
事發昨晨 8 時 56 分，肇事附有吊臂的重型貨車由柯士甸道
轉入廟街北行，途至 263號對開連環撞毀 3個懸於樓宇外牆的
大招牌，其中一個屬於食肆的霓虹招牌墜下時，壓中兩輛一
前一後停在樓下路邊的私家車，其中平治房車損毀較為嚴
重，幸無人受傷。
愛車無辜被毀的平治房車車主姓李，在附近居住，他事後
接獲警方通知到場了解情況，發覺愛車車頂及天窗被壓毀。
李表示該車是在數月前以 10 多萬元購入的二手車，前晚深夜
收工後才將車停泊上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