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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5 日，四川大学-泸州老窖文化与
科技创新研究中心管理委员会 2022 年第一次
会议召开，标志着创研中心管委会正式成立，
全面拉开了双方合作序幕。

◆7 月 15 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
会白酒酿制技艺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酒城
泸州召开。白酒酿制技艺专委会的成立，旨在
搭建一个凝心聚力、共谋中国白酒非遗传承与
发展的平台。

◆7 月 15 日-12 月 31 日，为庆祝泸州老窖

获评“中国名酒”70周年，公司在泸州老窖企业
文化展厅开展“名酒七十年，奋进新征程”主题
展览。

◆11 月 7 日，2022 年泸州老窖首届“浓香
文酿杯”企业文化知识竞赛总决赛圆满举行，
线上线下累计观看人数近 20 万。前期全公司
累计答题人数超 7800 人，251 支参赛队伍进行
了一场场精彩对决，上演了泸州老窖版“最强
大脑”！

◆11 月 9 日-12 日，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第

六届中国酒城·泸州老窖文化艺术周在酒城泸
州盛大举行。活动期间进行“1573 国际诗歌
奖”颁奖典礼、诗歌创作主题研讨会、长江经济
带城市文化传媒论坛、《大河》精品剧目惠民演
出、酒城讲坛等一系列文化活动，再展诗酒芬
芳、传文化馨香，让诗酒温暖每个人。

◆11 月 18 日，“名酒七十年，国潮新味道”
泸州老窖首届中式特调酒创意大赛决赛圆满
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泸州老窖首部《中式特
调酒调制技术规范》。

【文化为魂】

◆1 月 14 日，3 月 7 日，6 月 30 日，郎酒集团
董事长汪俊林，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丁
雄军，洋河股份党委书记、董事长张联东先后
分别率队到访泸州老窖考察交流，共谋中国白
酒行业高质量发展。

◆5 月 11 日，泸州老窖与中国移动四川公
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合作进入全
方位、多领域、长期化的崭新阶段。

◆6月 17日，“第十一届中国白酒T8峰会”
在泸州隆重召开，茅台、五粮液、洋河、泸州老
窖、汾酒、古井、郎酒、牛栏山等白酒领头企业
齐聚一堂，为产业发展建言献策，并达成了诸
多共识。

◆7 月 30 日，泸州老窖与麒麟烈酒集团就
中国威士忌项目合作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进一步加深双方交流合作。

◆8 月 19 日-21 日，泸州老窖分别与四川
大学、四川农业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轻
化工大学签署校企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校企
合作迈入新阶段。

◆11 月 10 日，中国歌剧舞剧院与泸州老
窖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宣布双方联合出品的
音乐诗剧《大河》全球巡演正式开启。

【合作为盟】

◆4 月 8 日，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
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大会结束后，中国体育
代表团向泸州老窖致感谢信。自 2021 年夏天
东京奥运会凯旋，到 2022 北京冬奥会荣耀，泸
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TEAM CHINA/中
国国家队荣誉赞助商，陪伴中国国家队健儿们
不断突破前行，成就崭新历史。

◆5 月 20 日，泸州老窖新酒业公司发布中
式果酿酒“国仙”品牌，推出系列高端鲜果酿造
产品。

◆6 月 21 日，泸州老窖黑盖超级发布会成
功举行，标志着泸州老窖大光瓶战略核心单品

“黑盖”正式上市。
◆7 月 16 日，“名酒 70 年，荣耀鉴新篇”泸

州老窖全国巡回鉴评会首站在酒城泸州举行，
推动老酒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7 月 27 日，泸州老窖荣登 Brand Finance
发布的“2022 全球最具价值烈酒品牌 50 强”
TOP3。8 月 25 日，“国窖 1573”与“泸州老窖”

双品牌齐上榜 2022 年凯度 BrandZ 最具价值中
国品牌百强榜单，公司成为白酒行业中唯一双
品牌上榜的中国企业。

◆8 月 23 日，中国高端白酒翘楚国窖 1573
与中国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的创新融合之
作——国窖 1573·品河山在成都震撼面世，全
国首发。

◆9 月 6 日，泸州老窖集团再次入围“中国
企业 500 强”，位列第 300 位，排名较上年提升
37 位 ，同 时 入 围“2022 中 国 制 造 业 企 业 500
强”，位列第 139位，排名较上年提升 17位。

◆10 月 28 日，“泸州老窖 2023 农历癸卯
年·新春礼酒”发布会盛典在成都环球中心洲
际大饭店成功举办，新春礼酒“赤兔抱福”惊艳
亮相。

◆11 月 11 日，第二届碳中和博鳌大会在
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盛大开启，
泸州老窖 1952 成为 2022 碳中和博鳌大会官方
指定用酒。

◆11 月 21 日，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正式
开 幕 ，国 窖 1573 再 次 牵 手 世 界 杯 ，推 出 FI⁃
FA2022 卡塔尔世界杯 TM 官方授权白酒，让世
界品味这一杯。

◆11 月 26 日，国窖 1573×中国滑雪人大会
2022-2023 全国云开板系列活动在吉林启幕，
国窖 1573 成为中国滑雪人大会“战略合作伙
伴”“官方欢聚用酒”。

◆12 月 15 日，泸州老窖“微醺一下，百城
窖好”AR 事件营销成功斩获“2022 年度 TBI 杰
出品牌创新奖”。

◆12 月 28 日，2023 年国窖 1573×薛松“松
峦锦秀”艺术新春酒上市发布会在上海举办，
来自艺术界、文化界、白酒界的百余位嘉宾出
席见证。

◆12 月 31 日，百年泸州老窖窖龄酒作为
首席知识合作伙伴，再次携手“时间的朋友”
2023 罗振宇跨年演讲，开启新年第一场知识
分享！

【品牌为基】

◆2 月 11 日，泸州老窖酿酒工程技改项目
荣获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填补了泸州市房建
类“鲁班奖”空白，彰显了四川建设行业实力。

◆2 月 15 日，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党建领航，幸福同酿”党建品牌荣获 2021 年
度十大党建创新示范品牌。

◆2 月 23 日，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获评
泸州市人才工作先进单位，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刘淼荣获泸州市“酒城英才·特别荣誉奖”。

◆8 月 15 日，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荣获
“泸州市 2021年项目攻坚先进集体”荣誉。

◆8 月 18 日，福布斯中国发布“2022 中国
最佳 CEO 榜”，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总经理林锋入选榜单并位列第六，成为
上榜前十的最年轻CEO。

◆8 月 23 日，泸州老窖抖音蓝 V 号获评斯
贝瑞奖 2022 年度最具创新力项目。9 月 15 日，
泸州老窖动漫科普 IP“窖小二”获得第九届金
比特奖“2022 卓越影响力 IP”。10 月下旬，泸
州老窖抖音蓝 V 号再次获评四川省工会网络
正能量新媒体优秀账号。12 月 14 日，泸州老
窖作品《“窖小二”动漫科普系列短视频》被评
为“泸州市十大网络正能量精品”。

◆9 月 5 日，“第二届中国展览艺术与展示
技术创意大赛”入围作品终审会在昆明举办，
泸州老窖浓香国酒定制中心与中国大运河博
物馆、清明上河图 3.0、三星堆博物馆等一同荣
获展馆空间设计创意大赛金展奖。

◆9 月 19 日，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被命
名为“全国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示范企业”，10月

21日，全国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示范单位四川站
巡回演讲活动在泸州老窖举行，并举行了授牌
仪式。

◆11 月 3 日-5 日，泸州老窖专职消防救援
大队斩获泸州市第十七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火蓝尖兵”消防比武竞赛企业组五项第一。
◆11 月 24 日，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成

功获评2022年度省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12 月 7 日，泸州老窖集团及股份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刘淼获评 2022 年度“四川省十
大法治人物”。

◆12 月 16 日，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以
优秀的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
和资本运作水平，荣获“2022 年度上市公司董
办最佳实践”奖。

【国窖为荣】

（备注：以上内容根据当时新闻情况进行整理，均以时间先后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