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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居民消费水平

不断提升和消费者饮酒习惯逐渐改变，我国酿酒工业呈现了快

速发展趋势，特别是葡萄酒消费逐年增长，已成为我国工业经

济中增长较快且较具活力的产业之一。“十一五”期间，葡萄酒

行业发展快速，呈现出经济效益与产品产量同步增长的良好局

面。2010 年，我国葡萄酒年产量达到 108.9 万千升，工业总产

值 309.5 亿元。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

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葡萄酒行

业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

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 年 ）》，

指导“十二五”期间葡萄酒行业提升产业水平，保障质量安全，

实现健康有序发展，特编制《葡萄酒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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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一五”发展状况

（一）主要成就

1.行业规模逐渐扩大，企业效益稳步增长

2010 年，我国葡萄酒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48 家。葡萄

酒产量达到 108.9 万千升、销售收入 325 亿元、利税 64 亿元，

分别比 2005 年增长 150.7%、217.6%、159.8%，年均分别增长

25.8%、33.5%和 27.0%。葡萄酒工业企业前 30 强产量占葡萄酒

总产量的 43.4％ 。“十一五”期间我国葡萄酒行业产量及销售收

入情况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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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十一五”期间我国葡萄酒行业产量及销售收入情况

2.特色产区初步形成，西部地区快速发展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已逐步形成了环渤海湾、西北、

东北、云南、黄河故道等多个葡萄酒特色产区。各产区由于土

壤、气候、地貌等不同特点，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酿酒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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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种植方式和葡萄酒产品。

“十一五”期间，葡萄酒产业整体上仍保持东部产区为主，

西部产区为辅的产业格局，东部产区葡萄酒产量仍占较大比重，

西部产区葡萄酒产业处于成长阶段，但已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

势。2010 年，山东省以 37.5 万千升的产量居全国首位；西部产

区中，甘肃、宁夏、新疆占全国葡萄酒产量的比重分别从2005

年的0.99%、0.99%、1.38%提升到2010年的1.54%、2.01%、3.07%，

三省区的产量已占到全国葡萄酒产量的 6.6%，比 2005 年增加

3.2 个百分点。

3.原料保障能力提高，质量标准不断完善

“十一五”期间，酿酒葡萄种植是葡萄酒生产加工第一车

间的理念在行业内得到广泛认同，2010 年，我国酿酒葡萄种植

面积达 100 万亩。以长城、张裕等为代表的行业骨干企业对原

料保障更加重视，普遍加强了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建设，推动了

先进种植技术的应用和酿酒葡萄品种的良种化。

修订发布了《葡萄酒》(GB15037-2006)国家标准，对葡萄

酒专业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包装、运输、贮藏等进行了规

范，并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新标准的发布实施，有力促进

了我国葡萄酒产品质量的提高。

4.产品结构逐步调整，品牌建设成果凸显

“十一五”期间，我国葡萄酒产品结构逐步调整，其中，



4

白葡萄酒比例逐年增加，甜型、半甜型和起泡葡萄酒所占比例

有所降低，同时，特种葡萄酒产品在市场上开始出现，市场呈

现多样化格局。“十一五”期间各类型葡萄酒所占比例见表 1。

葡萄酒生产企业积极推进品牌建设。“十一五”期间，白洋

河、五女山、莫高、蓬珠、云南红、御马、华东、新天、长白

山、华夏五千年等葡萄酒品牌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

表 1：“十一五”期间各类型葡萄酒所占比例（%）

5.科技创新能力增强，综合利用水平提高

“十一五”期间，葡萄酒行业依托 3 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通过建立产学研联盟，开展关键

技术攻关，提高了葡萄酒生产技术工艺水平，基本达到世界主

要葡萄酒生产国的水平，同时，在酿酒葡萄机械化种植和病虫

害防治方面进步明显，推动了整个行业的科技进步和产品品质

提高。

企业普遍重视资源综合利用和节能减排，在酿酒葡萄皮渣

等副产物综合利用以及废水处理和循环利用等方面进步明显，

干红 干白 半干红 半干白 甜、半甜 起泡 其他

2006 年 72.37 5.10 2.75 1.02 16.78 0.72 0.37

2007 年 72.12 4.71 0.90 1.06 18.28 1.14 1.73

2008 年 72.78 8.67 0.65 1.35 14.13 1.19 1.22

2009 年 72.99 10.35 0.61 1.67 12.76 0.34 1.28

2010 年 70.75 10.78 1.41 2.14 13.70 0.30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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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企业利用酿酒葡萄皮渣提取酒精、单宁等副产品，提高了

企业经济效益。

（二）存在问题

1.产区发展缺乏统一科学规划

“十一五”期间，我国葡萄酒行业发展迅速，但部分地区

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酿酒葡萄品种缺乏特点和优势，葡

萄酒产品仍以干红葡萄酒为主，干白葡萄酒产量比重偏低，其

他类型葡萄酒更是缺乏。对促进全产业链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

研究不足，种植、加工、流通等环节衔接不够紧密。大部分地

区缺乏对本地区葡萄酒产业发展的深入分析、统一指导和科学

规划，对产业发展规模、速度与自身规律的关系以及本地区合

理产品结构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深化。

2.酿酒葡萄基地建设明显滞后

酿酒葡萄种植是葡萄酒生产的第一车间，是保证产品品质

的关键。“十一五”期间，我国葡萄酒产量快速增长，但原料品

质及保障能力已成为行业发展的瓶颈，拥有稳定酿酒葡萄种植

基地的企业较少，企业可控原料比例较低，酿酒葡萄仍以赤霞

珠等品种为主，其它品种相对缺乏，导致产品比较单一，亟需

在“十二五”期间加强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建设，并对酿酒葡萄

苗木培育、栽培模式、农药使用、产量控制等方面实行全过程

标准化管理，从源头保障葡萄酒产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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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业科技创新能力相对不足

在酿酒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技术装备方面的科技投入相

对不足，葡萄酒生产企业科技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仍然较低。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葡萄酒酿造微生物研发和产业化进程缓

慢；对优良酿酒葡萄品种选育和种植技术、葡萄酒品质控制技

术和装备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加强；部分大型葡萄酒生产加工

关键装备仍需进口。同时，部分地区酿酒葡萄种植面积大幅增

长，加工产能持续扩大，但种植、酿造、管理等专业技术人员

的数量和能力无法满足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人才队伍建设亟

待加强。

4.葡萄酒产品质量良莠不齐

我国葡萄酒产业发展时间较短，行业自律意识比较薄弱，

标准制修订等工作也相对滞后，葡萄酒产品分级制度尚未完全

推广，造成个别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缺乏规范。部分酒庄酒、

冰酒等名不符实，消费市场存在质量良莠不齐和以次充好、假

冒伪劣等现象，个别企业甚至存在滥用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行为，

给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危害。

5.葡萄酒文化发展较为迟缓

虽然我国葡萄酒产业发展迅速，但葡萄酒文化建设相对迟

缓，且普及程度较低，葡萄酒消费仍处于初级阶段，普遍存在

盲目模仿和跟风消费的现象，科学消费观念尚未形成，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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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影响了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二 、“十二五”面临形势

（一）发展机遇

1.消费需求持续增长

2010 年，世界人均葡萄酒消费量约为 7 升，其中美国 45

升，阿根廷 38 升，而我国人均消费量不足 0.5 升，仅为世界平

均水平的 6%。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葡萄酒消费潜在市场，“十

二五”期间，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葡萄酒文化和知识的

普及，以及消费者对营养健康的重视，低酒精度的葡萄酒在酒

类消费中的比例将继续增加，为行业发展提供了空间。

2.科技支撑作用显现

近年来，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得到

高度重视，行业技术基础建设将进一步加强。国内多所大专院

校开设葡萄酒专业，积极建立产学研联盟。骨干企业通过引进

国际先进技术装备，生产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葡萄酒生产

处理过程中能源损耗大大降低，葡萄酒品质进一步提高。

3.关联产业融合发展

葡萄酒生产企业加大投资力度，积极延伸产业链，推进葡

萄酒产业多元化发展。企业利用特有的生态、地理、文化等优

势，加快发展葡萄采摘、葡萄酒品尝、休闲旅游等相关产业，

同时也带动了葡萄籽油等相关产品的开发，行业形成多元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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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模式。

（二）面临挑战

经过“十一五”时期的发展，我国葡萄酒产业在管理、技

术、装备水平和产品品质等方面得到较大提升，综合竞争力不

断增强，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1.产业基础亟待加强

我国葡萄酒产业作为新兴产业，产品总量不多，覆盖人群

偏少，产业基础比较薄弱，与国际主要葡萄酒生产国相比仍存

在较大差距，主要体现在酿酒葡萄品种选育、种植和管理、产

品质量控制、资源综合利用、产业规范及文化建设等方面。我

国东部葡萄酒传统产区相对比较成熟，但酿酒葡萄品种、栽培

方式等仍不能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西部产区起步相对较晚，

技术、人才基础相对薄弱，同时，受交通、市场等因素影响，

资源优势难以充分发挥。

2.质量安全约束趋紧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食品质量安

全问题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影响葡萄酒质量安全的因

素贯穿种植、酿造、贮藏、灌装的整个过程。“十一五”时期，

行业内具备稳定原料基地、建立健全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的企业

数量仍然较少，葡萄酒质量安全仍存在较多隐患，亟需在“十

二五”时期推进原料保障能力建设、完善产品质量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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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生产操作、建立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全面提高行业的质量

安全管理水平。

3.经济全球化影响加大

“十一五”时期，国际资本利用其资金、技术、产品等方

面的优势快速进入我国葡萄酒市场。同时，随着葡萄酒进口关

税的降低，葡萄酒进口量逐年增加，占我国葡萄酒销售量的比

例逐年上升，对我国葡萄酒产业造成了一定冲击。“十一五”期

间葡萄酒产品进口增长情况见表 2。

表 2：“十一五”期间葡萄酒产品进口量

另外，我国葡萄酒行业还面临劳动力、原料等成本上升的

压力，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较大挑战。

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大

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力度，促进产业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信

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保护环境；规范行业投资行为，实施

品牌战略，提高质量效益，保障消费需求；科学规划发展，构

建特色鲜明、结构合理的产业体系，促进葡萄酒行业健康有序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进口量(万千升) 11.46 14.74 16.32 17.12 28.34

同比增长(%) 115.8 28.58 10.74 4.87 6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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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二）基本原则

1.科学发展，合理布局

发挥政府引导和企业责任主体作用，逐步改变葡萄酒产业

多年来形成的种植和生产分离的模式，结合产区或基地的自然

条件，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发展模式。

2.科技支撑，转型升级

支持产学研合作，推动建立技术创新联盟，深入研究产业

共性和个性问题，鼓励和支持各种形式的科技创新，促进行业

加快转型升级。

3.规范生产，保障安全

进一步加强行业管理，规范企业投资行为，强化行业自律，

不断加强企业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和提升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水平。

4.综合利用，清洁生产

坚持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的理念，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

平；实现清洁生产，降低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促进节能减

排，保护生态环境。

5.创建品牌，公平竞争

创建优势品牌，提高企业竞争力；维护市场秩序，营造公

平、规范、透明、和谐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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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发展文化，科学消费

弘扬中国传统葡萄酒文化，吸收国外葡萄酒文化精髓，建

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葡萄酒文化；加强宣传引导，倡导理性、

健康、科学消费。

（三）发展目标

1.产业规模稳步增长

到 2015 年，葡萄酒产量达到 220 万千升，比 2010 年增长

100%，年均增长 15%；销售收入达到 600 亿元，增长 85%，年均

增长 13%；利税 120 亿元，增长 88%，年均增长 13%。

2.产业结构趋于合理

支持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建设具有自身特色及优势的酿酒葡

萄种植基地，提高自主品牌比例；鼓励东部地区根据本区域自

然条件形成新的增长点。到 2015 年，西部地区葡萄酒产量占全

国比重提高到 20%。骨干企业普遍建立起符合市场规律的种植、

加工一体化生产经营模式，稳定可控的原料保障能力达到 50%

以上。

3.产品品种更加丰富

高档、中档葡萄酒和佐餐酒实现同步发展，扩大优质低价

佐餐酒比例；甜型、半甜型、半干型、起泡葡萄酒等葡萄酒产

品比例显著提高；高品质冰葡萄酒、低醇葡萄酒等特种葡萄酒

产品比例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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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质量安全水平提升

葡萄酒质量安全标准体系、质量控制和检测体系、产品质

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得到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葡萄酒产品严格按

国家标准组织生产，实行分级管理，优良品率达到80%以上，其

中优级品率达到 30%以上；规模以上葡萄酒生产加工企业全部建

立诚信管理体系。

5.竞争能力大幅提高

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和产品，培育 2 家销售收

入 100 亿元以上的大企业集团，每个主产区培育建成1－2 个具

有产区地域特色的知名品牌。拥有研发中心的企业占葡萄酒工

业企业总数的 30%以上；先进适用的技术工艺和节能减排、清洁

生产技术在行业得到普遍应用，全行业副产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80％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 30％；抵御市场风险、

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明显提高。

6.人才队伍明显壮大

葡萄酒行业通过国家职业资格鉴定人员达1000 人，其中酿

酒师 400 人、品酒师 600 人,逐步推行持证上岗制度，为行业可

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四、主要任务

（一）加强原料保障能力建设

支持酿酒葡萄酒种植基地建设，鼓励各酿酒葡萄产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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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域特点，引进、选育适合本区域的酿酒葡萄品种，并建立

适宜的栽培方式，制定酿酒葡萄种植规范，推进优良酿酒葡萄

品种区域化。按照“规模化经营，规范化管理”的原则，大力

推动葡萄酒生产企业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建设，支持企业与农户

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保障葡萄酒生产企业原料供应。

专栏 1：葡萄酒原料保障能力建设工程

（二）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整合产业链。充分发挥东部地区在品

牌、资本等方面的优势，支持企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增长点；

鼓励中西部地区利用较好的自然条件，开发非基本农田种植酿

酒葡萄，积极推动中西部葡萄酒产区的种植基地建设，逐步形

成分布合理、特色鲜明的酿酒葡萄种植和葡萄酒生产企业区域

1.加强酿酒葡萄品种区域化与砧木选育。大力推进酿酒葡萄品种

的区域化工作，筛选适合本区域的酿酒葡萄品种，发展中国特色的酿

酒葡萄和葡萄酒；按照“适地适栽，适种适管”的原则，优化栽培技

术方式，规范农药使用；在主要产区建立一批酿酒葡萄砧木培育基地，

筛选适合本区域的砧木品种，推广嫁接苗种植。

2.建立酿酒葡萄种植示范基地。开展酿酒葡萄区划管理工作，支

持企业在优良产区建立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在各主要产区的主要区域

分别建立高标准、高质量的酿酒葡萄种植示范基地，完善技术服务体

系，提升管理水平；规范种植技术、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实现标准化、

规模化种植，保障酿酒葡萄原料的质量和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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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

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合理发展干红、干白葡萄酒产品，

开发推广半干型、半甜型、甜型、起泡葡萄酒等产品，积极开

发冰葡萄酒、低醇葡萄酒等特种葡萄酒，促进高档、中档葡萄

酒和佐餐酒同步发展并形成合理的产品结构，丰富市场供给。

（三）发挥科技支撑作用

加强葡萄酒行业应用基础研究，提高我国葡萄酒行业科技

创新能力，鼓励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合作，推进科技创

新平台建设，提高葡萄酒生产技术装备自主研发能力；加强人

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批葡萄酒酿造高级技术人员，为产业发展

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开展酿酒葡萄品种区域化研究，选育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葡萄酒酿酒酵母，攻克一批葡萄酒生产关键

技术，提高资源综合利用和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推广葡萄酒行

业清洁生产和节能减排技术，促进行业转型升级。

专栏 2：葡萄酒行业科技创新工程

1.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推动葡萄酒行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建立产学研合作联盟，培育葡萄酒行业科技人才队伍。重点突破一批

重大共性关键技术，主要包括先进酿酒葡萄栽培和管理技术，适合本

区域的葡萄酒酿酒酵母等菌种的选育、葡萄酒质量等级标准等的研究，

为我国葡萄酒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2.关键装备自主化。开展葡萄酒行业所需的压榨、除菌过滤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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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完善葡萄酒标准体系，加强企业检（监）测能力建设，保

障产品质量安全。发布实施葡萄酒行业准入条件，明确企业在

产业布局、原料保障、生产规范、质量控制等方面的必备条件；

制定酿酒葡萄种植和葡萄酒生产技术规范，进一步完善葡萄酒

产品质量标准；建立葡萄酒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支持主要产

区建立葡萄酒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能力建设示范中心；鼓励企业

实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

（GB/T22000）、《葡萄酒企业良好生产规范》（GB/T23543）和《食

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CMS）建立及实施通用要求》

（QB/T4111），提高企业质量安全管理水平。

专栏 3：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工程

菌灌装设备等关键设备以及酿酒葡萄机械化种植设备的自主化研发，

提高我国葡萄酒产业关键装备的自主化水平。

3.提高资源利用率。按照循环经济的生产模式建设葡萄酒产业集

群，指导现有葡萄酒生产改造升级，提高葡萄皮渣综合利用水平，鼓

励主要产区建立葡萄酒固体排放物的综合利用企业。

4.节能减排。研究开发葡萄酒生产用水循环利用和减排技术、冲

洗用水等流量控制技术。

1.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利用信息化技术建立以保障葡萄

酒质量安全为中心的追溯体系，实现从酿酒葡萄种植、葡萄酒生产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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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品牌文化建设

大力推动优势葡萄酒产区品牌建设，培育和扶持一批创新

能力强、经济效益好、诚信度高、特色鲜明的葡萄酒生产企业，

提高品牌知名度，重视对葡萄酒商标等知识产权的保护，培育

一批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知名度和竞争优势的民族品牌。建

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葡萄酒文化，注重葡萄酒文化和品牌建

设的有机结合，倡导合理、健康、科学消费，逐步树立我国葡

萄酒行业的整体形象。

工、流通、消费全过程的产品信息可追溯。

2.葡萄酒企业检（监）测能力建设。鼓励企业增加原料检验、

生产过程监测、产品检验等仪器配置，支持主要葡萄酒产区建立服务

企业的葡萄酒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术示范中心，为企业提供产品检测、

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服务。

3.完善葡萄酒质量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葡萄酒质量标准，规

范葡萄酒产地、年份、品种等方面的管理，研究制定冰葡萄酒等特种

葡萄酒产品质量标准和生产操作规范。

4.建立企业诚信管理体系。指导企业建立健全诚信管理体系，

有效运行覆盖全产业链的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切实加强原辅料采购、

生产过程、产品检验、广告宣传、产品追溯与召回等方面的管理，落

实企业主体责任，构建产品安全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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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品牌文化建设工程

五、保障措施

（一）注重政策引导和协调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产业、财政、国土、环保、农业、商务、

金融、工商及质检等相关政策，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以及相关

政策的衔接，为葡萄酒行业发展创造更为适宜的政策环境。种

植、生产、流通等各环节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和配合，推动产业

布局优化和转型升级，引导产业协调发展。鼓励酿酒葡萄主产

区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和大型葡萄酒企业根据本规划制定地区葡

1.指导并加强品牌建设。针对各地区资源条件和企业特点，制定

本地区葡萄酒品牌建设规划，细化工作重点和实施步骤；明确地区葡

萄酒品牌定位，加快优势品牌的建立与推广，增强其市场影响力和核

心竞争力。

2.支持优势企业兼并重组。支持有能力的企业通过联合、兼并、

收购等方式实施行业整合，将以产品质量和特色为核心的品牌文化贯

彻到产业链的各环节，建立集酿酒葡萄种植和葡萄酒生产、物流、销

售一体化的产业结构模式。

3.葡萄酒文化建设。结合我国传统文化，特别要结合各区域历史 、

民族、饮食等文化，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葡萄酒文化。

4.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加大国外先进技术和高水平人才引进力

度，鼓励企业参加国际葡萄酒展会，展示我国葡萄酒产业形象。



18

萄酒产业或企业发展实施方案。

（二）加强葡萄酒行业管理

实施葡萄酒行业准入管理制度，防止葡萄酒生产加工项目

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对新建和改扩建葡萄酒生产加

工企业（项目）实施准入管理，不符合准入条件的企业（项目）

不允许投产（开工）。对已有的葡萄酒企业（项目）开展准入条

件核查，指导督促企业按照准入条件的要求限期实施整改。

加强葡萄酒行业信息统计工作。相关行业组织对葡萄酒行

业生产加工运行情况实施统计管理，定期汇总分析葡萄酒行业

运行状况和发展态势，及时准确发布葡萄酒行业相关信息，指

导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三）加大产业扶持力度

充分利用现有政策及资金渠道，重点支持酿酒葡萄种植基

地建设和葡萄酒行业科技创新，保障原料供给，推动技术进步，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对符合条件的葡萄酒生产企业，在技术改

造、检测能力提升、清洁生产、节能减排、重点装备自主化、

品牌建设和公共服务平台等方面给予支持。继续对带动能力强

的优势品牌葡萄酒生产企业从财政、金融等政策上予以扶持，

积极落实有关兼并重组的政策，在流动资金、债务核定、职工

安置等方面给予支持。鼓励和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风险可

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对符合产业政策的葡萄酒企业加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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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支持力度。

（四）开展产区区划管理

启动葡萄酒产区区划管理工作。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推

动开展葡萄酒产区区划认定工作，系统科学的划分我国葡萄酒

产区。鼓励符合条件的葡萄酒产区申请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促

进葡萄酒产区运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制度，保护知识产权，维

护特色质量，助推区域经济发展。开展葡萄酒产品分级的管理

工作；进行酿酒葡萄品种管理，筛选分别适宜不同主产区种植

的酿酒葡萄砧木品种，推进优良酿酒葡萄品种区域化。

（五）推进企业诚信体系建设

推进葡萄酒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引导和支持企业建立诚信

管理制度；组织企业参与诚信评价活动，做好诚信宣传，严格

行业自律；积极支持企业开展诚信体系必备基础设施建设，鼓

励社会资源向诚信企业倾斜。在招投标管理、公共服务、项目

核准、技术改造、融资授信、社会宣传等环节，参考企业诚信

相关信息及评价结果，对符合条件的诚信企业给予重点支持和

优先安排。

（六）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作用

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鼓励行业组织积极参

与国家、地方有关政策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加

强对葡萄酒行业发展中重大问题、行业共性问题的调查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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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基础性工作的研究。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行业发展、

技术进步、人才培养、信息服务等方面的作用，及时反映行业

情况、问题和诉求。加强行业自律，引导企业规范行为，协助

推动企业诚信管理体系的建立。加大葡萄酒科普宣传，普及葡

萄酒文化，促进科学、合理、健康消费。组织开展国际交流与

合作，提升我国葡萄酒行业的国际影响力。

六、规划实施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农业部负责本规划的统一协调和组织

实施，推动形成部门、地方、行业组织分工协作、共同推进的

工作机制。

各地工业和信息化、农业主管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结合

本地实际，认真做好规划的实施工作，落实好相关配套政策。

相关行业组织要充分发挥行业自律作用，积极参与相关工作，

协同推动本规划的贯彻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