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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查窜管理制度
1.打假工作
打假是指对制造和销售假冒、伪造小角楼产品的行为进行打击。
打击制假行为主要依靠公司市场人员、打假人员和市场线人通过前期市场查证核
实，选择适当时机配合当地公安部门对制假窝点进行捣毁。
打击售假行为主要依靠全国各市场总经销商和公司市场人员（含区域总、办事处经
理、团购经理、客户经理、业务经理，下同）对市场出现的假酒（涉嫌假酒）进行举报，
由酒业审计小组打假人员申报鉴定，确认为假酒后，及时配合当地工商或食药局等行政
职能部门进行清理、查没、销毁。
公司打假工作主要由市场提供线索并协助打假人员，配合当地工商或食药局等执法
部门进行宣传、查没和打击。
公司打假工作包括对公司注册商标、专利产权的维权。若发现注册商标、专利侵权
行为，搜集有效证据资料向主管职能部门举报申述，可采取行政裁定或司法裁定手段，
维护公司权益。
2.市场打假
2.1 市场申报程序：市场人员必须加强对所管辖区域市场的维护和管理，及时向公
司报告市场出现的假酒（涉嫌假酒）
。若发现涉嫌为小角楼假酒的产品，其处理办法：
2.1.1 及时向酒业审计小组举报，包括假酒特征、数量等详细情况；
2.1.2 及时购买样品酒并送检确认该酒品的性质，同时认真关注涉嫌假酒的动向。
2.2 打假人员报销差旅费的相关规定：酒业审计小组根据市场出现的假酒（涉嫌假
酒），迅速安排人员配合当地工商行政部门进行严厉打击。
2.2.1 派出的打假人员或协助人员，分别按所属公司规定报销差旅费，政府职能部
门参与人员的费用另行申请。若需市场人员支持车辆配合的，按当期报告或酒业公司规
定核报。
2.2.2 时间确定：
打假时间的确定，以酒业审计小组对打假人员的当期市场打假考核时间为准。
2.3 市场打假费用的相关规定：由酒业审计小组按规定对打假所需费用（主要包括
租车费、运输费、线人举报费、餐饮及烟酒费、野外补助费等）进行申报、开支和核销。
2.4 假酒处置及打假人员的奖励规定：
2.4.1 假酒的处置：
2.4.1.1 公司收回：市场没收的假酒尽量与当地工商行政部门协商，将假酒运回公
司进行销毁处理。
2.4.1.2 若由当地政府职能部门处理的，则需取得当地工商行政部门的相关证明和
扣押清单。
2.4.1.3 酒业审计小组将打假的相关资料（或行政处罚裁定书）建档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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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打假人员奖励：
2.4.2.1 公司收回市场没收的假酒，按省内 8 元/件、省外 10 元/件核算，对当次
打假人员给予奖励。其中，监察组人员按 60%、销售人员按 40%进行奖励分配。多人参
与打假工作应享受打假奖励的，参照以上分配标准。
2.4.2.2 当地公安或工商（或食药局）职能部门扣押销毁的假酒，按省内 6 元/件、
省外 8 元/件核算，对当次打假人员给予奖励。其中，审计组人员按 60%、市场销售人
员按 40%进行奖励分配。多人参与打假应享受打假奖励的，参照以上分配标准。
2.4.2.3 捣毁制售假窝点,则由酒业审计小组根据捣毁制假售假窝点的大小向公司
申请奖励，并按当次参与打假人员的贡献大小提供分配方案，报批后执行。
3.打假的其他相关规定：
3.1 线人举报费标准：线人举报费按打击窝点查获物资折算金额的 20%给予核算，
特殊情况以另行申请批复为准。
3.2 打假人员若在打假过程中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给予打假人员 2000 元/次处
罚，并在当月工资中扣收。情节严重者，予以开除，并追究经济及法律责任。
3.3 市场人员不配合打假工作的，公司按区域总经理 1000 元/次，办事处经理及助
理 800 元/次，团购、客户及业务经理 600 元/次的标准给予处罚，并在当月销售薪酬中
扣收。
3.4 市场人员所辖区域市场出现假酒，知情不报的，经打假人员查证核实后，按区
域总经理 2000 元/次，办事处经理及助理 1500 元/次，团购、客户及业务经理 1000 元/
次的标准给予处罚，并在当月销售薪酬中扣收。
3.5 环保与质量部收到假酒（涉嫌假酒）样品后，必须随即进行质量检测鉴定并在
2 个工作日内出具质检报告单。如出具质检报告逾期，处罚部门负责人和经办人各 200
元/次。
3.6 对公司注册商标、专利的侵权行为的处理，酒业审计小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标法》
、
《专利法》相关条款规定办理。在处理公司注册商标、专利侵权纠纷过程中
发生的相关费用核销，以公司审批意见为准。
4.查窜工作
窜货是指经销商突破合同约定或市场指定的销售区域进行销售的行为，这种跨区域
销售的行为以下均称为“窜货”。在市场门市（或名烟名酒店）、商超、餐厅等出现跨区
域的小角楼酒品达到一定数量：
轻微窜货：主线产品达 1 件，或辅线产品或（老酒）产品达 5 件；
一般窜货：主线产品达 3 件，或辅线产品或（老酒）产品达 8 件；
严重窜货: 主线产品达 5 件，或辅线产品或（老酒）产品达 15 件；
恶性窜货：主线产品 10 件，或辅线产品或（老酒）产品达 50 件；
各类产品的具体品种以市场部年度确定的规划方案为准。
公司市场人员因市场管理维护失职或主动（涉嫌）窜货行为，均按规定给予处罚。
-2-

打假查窜管理制度 版本编号：2020 第 1 版

共7页

5.市场窜货的申报及查处：
5.1 市场人员发现窜货产品后，必须立即直接向酒业审计小组报告窜货情况。市场
人员不得以微信群、QQ 群等方式发布或向其他人员透露窜货消息。否则，因此造成窜
货转移而查处失败的，公司将严肃追究经办人的工作责任并予以处罚。
5.2 酒业审计小组接到举报后，依据市场窜货的品种、数量等，一方面核实货源情
况，一方面要求市场人员立即购买证据酒不低于 1 件(御酒不低于 2 瓶)、不超过 3 件。
5.3 酒业审计小组接到举报后，必须及时安排到市场查证，具体要求：省内市场（含
重庆市内及相邻郊县市场，不含西昌、攀枝花市场）不超过 48 小时，省外市场不超过
72 小时。遇特殊情况不能及时到市场查证，必须及时向分管领导汇报，并与市场人员
衔接、协商有效的核查办法。
6.查窜期间费用开支规定：
6.1 购买窜货证据酒的费用由被窜货市场的经销商垫支，由窜货经销商以证据酒购
买价格的 3 倍现金购回，价差部分由证据酒搜集者享受。
6.2 查窜过程的其他相关费用（主要包括租车费、运输费、线人举报费、餐饮、烟
酒费、或职能部门协助开支的费用等），由酒业审计小组按规定申报、开支和核销。
7.市场窜货对公司市场人员的处罚规定：公司市场人员有权利和义务对市场出现的经销
商窜货行为向酒业审计小组进行举报。
7.1 因市场管理失职发生窜货行为的处罚：
7.1.1 市场总经销商在经销活动中，违反《特约经销合同》约定，将所经销产品销
售到其他区域市场，公司市场人员应负市场管理失职之责。
7.1.2 公司市场人员市场管理责任确定：第一责任人为办事处经理、客户经理或团
购经理；第二责任人为区域总经理。
7.1.3 处罚标准：
轻微窜货：对第一责任人 500 元/次，对第二责任人按 300 元/次的标准执行处罚。
一般窜货：对第一责任人按 1000 元/次标准处罚，对第二责任人按 500 元/次。
严重窜货：对第一责任人按 1500 元/次标准处罚，对第二责任人按 800 元/次。
恶性窜货：对第一责任人按 3000 元/次标准处罚，对第二责任人按 2000 元/次。
若在同一个月内多次搜集到同一经销商同批次产品窜货的，按窜货查处数量总计确
定处罚标准。
7.2 市场人员涉嫌主观窜货行为的处罚：
7.2.1 查出跨区域销售产品是由市场人员主动联系、或发现未报告、或间接参与和
知情的窜货行为，未能取得证据证实属直接窜货的，一律视为涉嫌主观窜货。
7.2.2 对涉嫌主观窜货的第一责任人或经办人处罚 3000 元/次并记过一次，同时对
第二责任人处罚 2500 元/次。
7.2.3 若发现属办事处经理涉嫌主观窜货的，处罚 4000 元/次并作降职处理，属区
域总经理涉嫌主观窜货的，处罚 8000 元/次并作降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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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若发现涉嫌主观窜货经证实后，对区域各层级市场人员窜货产品对应该批次
购货的原提成和分成按原核算和分配金额予以全额扣减。
7.3 市场人员直接窜货行为的处罚：
查实跨区域销售产品是由市场人员直接窜货的，对经办人的处罚标准：
7.3.1 若经办人属客户经理的，处罚 4000 元/次，并予以降职、降级直至开除。同
时对其直接上级的办事处经理处罚 3000 元/次，区域总经理处罚 2000 元/次。
7.3.2 若经办人属办事处经理的，处罚 6000 元/次，并予以降职、降级直至开除。
同时对其直接上级处罚 5000 元/次。
7.3.3 若经办人属区域总经理的，处罚 10000 元/次，并予以降职、降级直至开除。
7.3.4 若发现市场人员直接窜货的，对区域各层级市场人员窜货产品对应该批次购
货的原提成和分成按原核算和分配金额予以全额扣减。
7.4 窜货市场和被窜货市场的市场人员合谋窜货的处罚：
经酒业审计小组调查核实，属于窜货市场和被窜货市场人员共同合谋的窜货行为，
按本制度 7.3 条规定对涉及窜货市场和被窜货市场的市场人员分别予以处罚，并视情节
给予行政处罚。
8.对窜货市场经销商追究违约责任的规定：
市场经销商：指与公司签订合同（或具有后合同义务），或虽未签订合同但已有实
质合作关系的客户。
查出跨区域销售的小角楼酒品达到窜货定性规定的数量，并搜集到证据酒的，即视
为窜货，公司立即冻结窜货经销商账户，按本制度规定予以追究违约责任，按照制度规
定的标准收取相应违约金，在经销商缴清违约金后予以解冻。
8.1 对市场经销商窜货违约金的收取标准：
8.1.1 违约金收取标准：
轻微窜货：对经销商按 3000 元/次收取窜货行为违约金；
一般窜货：对经销商按 5000 元/次收取窜货行为违约金；
严重窜货：对经销商按 10000 元/次收取窜货行为违约金；
恶性窜货：对经销商按 20000 元/次收取窜货行为违约金；
同时，按酒业审计小组查窜人员、公司市场人员及经销商在市场上查看并签字确认
的当批次窜货数量，以 30 元/件的标准另行收取窜货违约金。
8.1.2 收回窜货产品：酒业审计小组人员自市场核查取证之日起 5 日内（含）向窜
货市场经销商发出跨区域产品收货通知书；窜货市场经销商必须自通知之日起 7 日内
（含邮件专递时间）将窜货产品全部收回。
8.1.2.1 收货通知书由酒业审计小组直接邮寄给经销商,同时以 RTX/微信或邮件方
式告知窜货市场和被窜货市场的市场主管人员。
8.1.3 在收货通知规定期限的最后一日，由主管该市场的市场人员和经销商书面确
认此批窜货是否已由窜货经销商收回，并传酒业审计小组（书面确认资料的传真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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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效）。
8.1.4 窜货经销商拒不收货且已追究违约责任（以违约处理通知日期为准）后，或
被窜货市场已证明收走窜货（以书面证明时间为准）30 日后，若再次发现该市场出现
该窜货产品的，则仍按新出现的窜货行为进行查处。
8.1.5 酒业审计小组自市场查证之日起 15 日内（含）向窜货经销商发出追究违约
责任的通知，同时抄送公司财务管理部、综合管理部、被窜货商家，并由综合管理部在
OA 门户上进行通报。
8.1.6 窜货市场经销商按时收回跨区域销售的窜货产品的违约责任：
8.1.6.1 窜货市场经销商按收货通知规定期限收回跨区域销售的窜货产品，按照本
制度 8.1.1 条规定标准给予收取违约金。
8.1.6.2 公司对窜货市场经销商取消该批窜货产品的政策支持。
8.1.6.3 窜货市场经销商承担该批窜货产品证据酒收购价金，并按其收购价金总额
（含购买证据酒价金、全部运输费）直接从该窜货经销商往来账面余额中扣收。
8.1.7 窜货市场总经销商未按时收回窜货产品的违约责任：
8.1.7.1 对该批窜货按 8.1.1 条标准的 2 倍收取违约金。
8.1.7.2 公司对窜货市场总经销商取消该批窜货产品的政策支持，若属公司兑现的
业务酒（品鉴酒）发生窜货的，公司按当批次兑现数量的 50%以公司出厂价计算金额予
以扣减政策。
8.1.7.3 窜货市场经销商承担该批窜货产品证据酒收购价金，并按其收购价金总额
（含购买证据酒价金、全部运输费）直接从该窜货经销商往来账面余额中扣收。
8.1.8 针对窜货经销商是否已按时收回窜货产品的证明，若被窜货市场人员未按时
或延时向酒业审计小组书面回复的处罚： 对市场第一责任人处罚 400 元/次，第二责任
人处罚 800 元/次。若按收货通知要求到期后仍未收到市场人员的收货证明，酒业审计
小组视为未收回窜货产品，按本制度 8.1.7 条规定对经销商进行处罚，由此造成择经销
商的影响则由市场人员承担全部责任。
8.1.9 对窜货经销商违约金的追收办法：
经销商窜货违约金，在经销商所交纳的保证金中全额一次性扣收。若经销商所交纳
的保证金不足扣收窜货违约金的，则在该经销商购货款（或应付经销商政策费用）中扣
收或延续至下批购货款中扣收。
8.2 对窜货市场经销商损毁外箱包装行为的处罚：针对窜货市场经销商将外箱、礼
盒或酒瓶标识等进行损毁、破坏等行为的，一律视为假酒，由当地职能部门予以查处。
8.3 对被窜货市场经销商的市场损失补偿：
8.3.1 被窜货市场经销商的市场窜货损失补偿，按当批窜货违约金总额的 50%核算
补偿额。
8.3.2 若证据证明属被窜货市场经销商主动购买此批窜货的，则对被窜货市场经销
商按窜货行为给予同等标准追究违约责任并收取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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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兑现方式，公司直接在窜货市场经销商所交纳保证金或往来账户中扣收，并
将市场损失补偿额补偿给被窜货市场经销商。
8.4 购买窜货证据酒的规定：
8.4.1 查窜人员用作调查取证使用的小角楼系列酒为证据酒。
8.4.2 查窜人员必须真实收集窜货证据（必须具备被窜货市场经销商、公司市场人
员签字证明的书面材料和对应的小角楼酒品照片）。
8.4.3 窜货市场经销商已收购被窜货市场当批窜货产品（含证据酒品）的，查窜人
员不再报销所购证据酒费用。窜货市场经销商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收购被窜货市场窜货产
品（含证据酒品）的，该批证据酒费用由窜货市场经销商承担，并在该窜货市场经销商
往来帐户或保证金中扣收；公司视为窜货市场经销商自动放弃证据酒处置权，由被窜货
市场经销商或公司处置。若因特殊情况已终止业务往来等原因而发生的证据酒费用无法
追收的，则由公司承担。
8.4.4 购买证据酒的价格标准：按照窜货产品在市场相应环节的销售价购买，若查
实价格虚假的，则按虚假金额的 3 倍处罚经办人。
8.5 终止经销商合同的规定：
8.5.1 当月连续查出市场经销商 2 次跨区域销售行为的，公司在按规定处罚的同时，
可解除与窜货经销商的《特约经销合同》。
8.5.2 合同期内累计窜货次数达到 3 次的，公司可解除与窜货经销商的《特约经销
合同》。
8.5.3 市场经销商在合同期内，跨区域销售行为情节严重、态度恶劣的，，公司在
解除其《特约经销合同》的同时，根据相关有效证据依法起诉追收违约损失和市场损失。
9.市场经销商低价倾销行为的处罚：
9.1 对于市场经销商低于合同约定价格销售产品的行为，由市场举报核实或经公司
打假查窜人员查出并核实，批次数量在 10 件（含）以内的收取违行为约金 3000 元/次；
超过 10 件的收取行为违约金 6000 元/次。同时，另按实际查处的数量为准，以经销商
对此批产品低于合同约定价的差额的 2 倍向经销商收取违约金。
若当批次低价倾销达到 500 件（含）以上的，除按以上标准追究违约责任外，另追
加收取 2 万元违约金（直接在其保证金中扣收）作为对市场影响的补偿。情节特别严重
的，通过法律手段另行追究其市场赔偿责任。
9.2 对于市场经销商的低价倾销行为，市场人员发现后不向公司报告的，按向经销
商收取违约金额的 20%予以处罚，罚金直接在当月（或次月）销售薪酬中扣收（由区域
总经理或办事处经理负责将罚金分解到相关责任人）。
10.查窜的其他相关规定：
10.1 酒业审计小组查窜人员在市场查窜中，徇私舞弊、弄虚作假，或未按本制度
规定的时限对打假、查窜进行查证和处理的，相关人员向集团审计组举报，并申请按规
定对酒业审计小组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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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由市场部在年初将营销规划传酒业审计小组，并定期清理经销商合同，建立
经销商合同台帐（登记经销商基本信息、合作是否存续、经销产品、经销市场区域等）
并及时更新，按月报送酒业审计小组。
10.3 窜货经销商的违约金无法追收的，公司凭窜货相关证据依法予以起诉追收。
10.4 市场人员涉及窜货的相关罚款无法追收的，公司凭相关证据依法起诉追收。
10.5 打假查窜相关依据齐备、事实清楚的情况下，原则上公司人员不得对已批复
执行的处理结果申请减免，特殊情况确需申请减免的，需将申请流程由酒业审计小组会
签后上报批复并按批复意见执行。
10.6 本制度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如与原制度抵触的，按本制度执行。与经
销商签订《特约经销合同》等，应符合本制度相关规定。
10.7 针对市场发现原贴牌商制、售假及窜货等违约行为的，酒业审计小组仍依据
原《授权经销合同》、《商标许可合同》及后合同义务和当期的制度规定予以处理。

草拟部门：市场部
草 拟 人：肖飞
审 核 人：万兵
签 发 人：王剑
签发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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