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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酒正在成为中国酒行业的新风口

随着 90后、95后成为酒类市场高增长消费

群体，低度果酒正成为市场主流。理论上来说，

酒精度低于 20°就属于低度酒，再加上水果天然

赋予的健康光环。果酒很容易就俘获了那些年

轻的，未被传统的白酒、红酒、啤酒俘获的味蕾，

甚至成为他们成年后入门的第一口酒。

根据电商市场情报公司 EARLY DATA 监

测到的电商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淘宝、天

猫、天猫国际和酒仙网平台的果酒销售额同比

激 增 1626.2% ，达 3.243 亿 ；销 量 同 比 增 长

1944.6%，超 360万件；在天猫 618期间，低度酒

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超过 90%，其中果酒和梅

子酒两类产品分别同比增长了 100%和 200%。

从数据不难看出，果酒赛道热度不断高涨，果酒

品牌整体抬头。这其中，新锐国产低度数果酒

品牌十七光年就有望成为新标杆产品。

低度健康概念深入人心

十七光年是上海贵酒为年轻消费者的精致

生活所打造的时尚果酒品牌。从原料到酿造工

艺一直处于市场的领先状态。市面上的预调果

酒，大都以食用酒精、高粱酒为基酒，所以酒精

感较强。再通过添加剂、白砂糖等方式调制风

味，焦糖色素来提升色泽。而十七光年系列果

酒则摒弃了市面上主要果酒的缺点，不添加色

素、香精、防腐剂，创新性的以米酒为基酒，所以

酒精感较弱，并利用独创单边发酵 90天控温发

酵专利技术，最大程度保留水果的甜度和风味，

呈现自然发酵色泽。

归根结底，喝饮料都追求不添加蔗糖的年

轻人，他们更喜欢养生+快乐。面对年轻用户

“既要，又要，还要”的需求痛点，从口味上，十七

光年抢先突围并引领健康饮酒生活方式；从产

品创新上，十七光年也稳扎稳打，持续研发出新

产品。

十七光年限定宠爱瓶携全新口味甜蜜上市

十七光年继成功推出了青梅、柚子、草莓、

柠檬这 4款果酒后，今年 9月，又推出海盐荔枝

和茉莉白桃 2 款新口味果酒，并且以限量款宠

爱瓶包装惊喜问世。

这2款果酒延续了经典口味的酿造工艺，依

旧以东北五常圆糯米酿造的米酒为基酒，再加

上鲜榨果汁轻发酵，保留了 6°低酒精度，入口圆

润柔滑，果味也更为新鲜澎湃。

对于品质的把控，从十七光年对水果运用

上可见一斑。十七光年一直坚持从采摘到榨汁

的过程不超过 48小时，水果也全部来自优质产

地。海盐荔枝味果酒，荔枝品种选用产自广东

东莞的糯米滋，皮薄肉厚、软糯甘甜，搭配海盐，

咸甜风味相宜，回味的米酒香气更是锦上添

花。茉莉白桃味果酒，甄选粉白诱人、甜蜜多汁

的阿部白桃，搭配清新淡雅的茉莉花茶，茶香果

香酒香层层叠加、交织绽放，给予口腔愉悦享

受。从包装上看，区别于经典口味的 330ml细长

磨砂玻璃瓶，这 2 款果酒选用了软萌矮圆的

300ml粉蓝玻璃瓶，搭配瓶标上切中品牌水果星

球主题的原创设计插画，以抓人眼球的限量款

包装想要收获更多年轻消费者的青睐。

《2019年白酒行业数字化发展洞察报告》显

示，42%的人因应酬或融入社交圈而喝白酒，

35%是陪长辈喝，31%的人为活跃气氛而喝。当

“不会”喝酒的年轻人走到舞台中央，饮酒的潮

流趋势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小姐妹们去到漂亮

的景点、心仪的餐厅，都会配合现场氛围甚至人

为造景留下美好瞬间。而在这样的仪式感中，

酒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特别是高颜值

酒瓶，往往会变身为令人爱不释手的拍照道

具。

从产品创新到消费场景到明星驱动种草

十七光年的突围机会在哪？

好看的酒瓶子，惜命又放纵的矛盾体质，让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为低度酒买单。根据天

猫数据，低度潮饮酒主客群为女性、18-34岁、一

线城市人群，以及新锐白领、精致妈妈、资深中

产和GenZ人群。所以攻占这些人群的心防，需

紧跟热度趋势、释出场景营销和联合明星驱动

种草。

今年4月，十七光年赞助了湖南卫视王牌综

艺《向往的生活 5》，开播档期经常霸占微博热搜

榜，是全民关注的话题节目之一。十七光年系

列果酒作为《向往的生活 5》台网甄选产品，与综

艺节目深度捆绑。在第四期节目中，凭借深植

内容：常驻嘉宾推荐了十七光年果酒，收获一致

好评，再通过前贴TVC、口播+品牌提示条+空镜

展示、片尾压屏+鸣谢等组合拳投放，十七光年

火速出圈，在 5月就跻身天猫品类TOP3，打响了

综艺营销的第一战。

在新零售时代的大背景下，消费升级带来

了消费场景的代际变迁。相较于传统饮酒的应

酬和送礼场景，当代年轻人喜欢把饮酒更多的

拓展到在家小酌、朋友聚会等新场景。基于此，

今年 7 月，十七光年就联合小红书在上海静安

大悦城落地了【夏日 Wonderland】线下快闪店。

在喝酒这件事上，小红书用户相当有发言权，其

平台上消费能力强、具有相应的消费需求、追求

品质生活中坚力量群体与十七光年品牌目标人

群高度重合。所以快闪店通过搭载[续命下午

茶]办公空间、[今夜睡个好觉]浴室空间、[夏日烟

火气]夜宵空间、[粉红夏日派对]露台空间营造

出沉浸式饮酒场景，为年轻人带来解压、舒适、

开心等正向情绪价值，也进一步提升了品牌知

名度和好感度。

对于在互联网背景下成长的年轻人来说，

除了小红书，抖音也是他们活跃的主流阵地。

特别是“种草经济”遍地开花的时代，通过多位

明星推荐以及众多头部达人的多维场景种草触

达下，十七光年已将品牌的多个特质“果味浓，

不添加色素、香精、防腐剂，美美好时光”成功传

递给消费者，并实现优质内容+建立互信+粉丝

经济最大化的良性循环。

“不会有人永远年轻，但是永远有人正在年

轻。”年轻消费群体正在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构建

着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饮酒文化，对于他们来

说，酒的角色已不再是传统的社交工具，相反他

们更追求愉悦自己和家人朋友的“健康微醺”。

如何传递品牌的价值感，成功在果酒赛道上突

围，通过此次 2款新口味果酒的发售，预示着十

七光年将继续在低度酒领域深耕。

新锐国产低度数果酒品牌
——“十七光年”推出限量款宠爱瓶

法院公告栏
张岳飞：本院受理熊添翼诉你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告
知书、告知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15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松桃苗族
自治县普觉镇普觉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通知。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曹正游：本院受理左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告
知书、告知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10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松桃苗族
自治县普觉镇普觉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通知。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谷彦红：（2021）豫 0223 执 1697 号你与郭建
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做出的（2020）豫
0223民初 5052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本院已于 2021 年 9 月 8 日立案。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二百四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二条规定，现依
法对被执行人谷彦红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限你在收到执行通知书后三日内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自公告之
日起六十日视为送达。如未按执行通知履行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
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并定于
履行期满后的第15日在本院执行局320室对
谷彦红名下位于新乡市高新区海河东路100
号蓝堡湾50号楼804室的房产进行双方当事
人议价，逾期未到将视为不同意议价，本院将
依法进行网络询价。特此公告。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
毛翠：本院受理原告周口翼龙商务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扶沟分公司诉方金霞及你民间借
贷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豫 1621 民初 2246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下欠
原告借款本金 32316 元及利息。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包屯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一式三份，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
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
刘英环：本院受理原告黄东国诉你（2021）辽
0381民初6415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和十五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台法庭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海城市人民法院
李勇：本院受理原告陈天贵、张祥有、陈天
友、施焱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权利义务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空白答辩状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
后的第 3日下午 15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安龙县人民法院普坪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刘浩然：本院受理赤水云博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简转普裁定
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2日上午 10时在合江县人民法院九支法
庭开庭审理，届时未到，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判决。 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
贾建建：本院受理原告陈法伟诉你委托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居间服
务费及利息。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
上述文件，逾期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
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楼德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
潘玉兴：本院受理秦建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审判纪
律监督卡、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案件应诉、
举证、适用程序告知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你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的
15内，期限内如不提交证据材料，视为放弃
举证权利。本案蒋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下
午 14时 30分，在本院龙广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姚其周：本院受理黄多坤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审判纪
律监督卡、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案件应诉、
举证、适用程序告知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你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的
15内，期限内如不提交证据材料，视为放弃
举证权利。本案蒋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下
午 15时 30分，在本院龙广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王代坚、罗华翠、韦凤春：本院受理吴明德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审判纪律监督卡、文书上
网告知书、民事案件应诉、举证、适用程序告
知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的 15 内，期限内如
不提交证据材料，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
蒋于2021年12月27日下午16时30分，在本
院龙广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种宗玉、王勇才、李秋雯：本院受理原告河南
濮阳开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留
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下午 15时 3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
盛双庆、娄志敏、盛从龙：本院受理原告河南
濮阳开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留
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
王志刚：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濮阳开州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留支行诉你与任改
中、张杰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下午 18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
李爱英、赵超锋、史艳红：本院受理原告河南
濮阳开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留
支行诉你们与李保义、李芳军、李迷玲、谷青
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次日下午 17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
刘建军、李普防：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濮阳开
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留支行诉
你们与陈胜、张国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下午 15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
张少廷、郑书庆：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濮阳开
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留支行诉
你们与吴仁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
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1)苏0813破28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孙中汉的申请，于2021年9
月 17日裁定受理江苏德力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指
定江苏龙俊律师事务所为江苏德力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管理人。江苏德力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向
江苏德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
址：淮安市洪泽区泽田生活广场 406 室；电
话 ： 张 律 师 15252331826 贾 律 师
18360962952；邮箱：2635500293@qq.com)申
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
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21 年 11 月 12 日下
午 2时 30分在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第二
法庭召开。江苏德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江苏德力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江苏德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
成员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清算义务人
应配合江苏德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
进行清算，否则应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宁夏农垦贺兰山奶业有限公司
白土岗奶公牛育肥场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一、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
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网址：https://pan.
baidu.com/s/1QqZxkI2BiloHd3Jf0kw-2w 提
取码：c1hn。建设单位：13309595133。地址：
银川市灵武市白土岗乡养殖基地。环评单
位：15009619682。地址：银川苏银产业园智
慧研发大厦七楼 7012-24。二、征求意见的
公众范围：本次评价范围内受项目直接影响
或间接影响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三、公
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网址：https://pan.
baidu.com/s/1ahPVXBAA6AzKD7el2ATqDg
提取码：c1hn。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
径：通过邮寄、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将意见
和建议反馈给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五、公
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公示之日起10个
工作日。

宁夏农垦贺兰山奶业有限公司
张明春:本院受理原告杨小饶、蒙军、蒙晓寒
与被告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中
心支公司、张明春、景诗意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2728民初259号民事判决书、督促履行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罗甸县人民法院 2021年10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