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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霍坤峰 文图

10月27日上午，南京，宋河
总裁王祎杨成了河南省内外30
多家媒体记者追逐的明星。在谈
到酒业复苏、市场前景等话题时，
王祎杨说，与其讨论行业是否复
苏，还不如好好地研究白酒市场
的变化，尤其是正在变化中的白
酒市场和白酒消费。

王祎杨认为，市场和消费的
核心是消费者，如今，关于消费者
有一个现象，即他们接受产品信

息的方式和途径变化很大。在如
今信息爆炸的自媒体时代，消费
者变得更加碎片化，他们接受信
息的途径也更加碎片化，对信息
的筛选和消化能力也在变强，这
就要求白酒企业的品牌传播要做
出一定的调整。比如单一的广告
形式要向系统传播演变，传播要
从有距离变成零距离，要直达消
费者心智。

王祎杨提到最近两年，宋河
在品牌方面的传播基本上都是通
过公关活动来达成，比如“一粒粮

食的悟道之旅”、“文明河南人”、
“郑州20年”等，力求将整个品牌
的传播和本区域的人民、文化融
为一体。比如这段时间在郑州人
的朋友圈炒得很热的“郑州 20
年”，其实就是通过一个个“郑漂”
的个体故事来诠释一个特大型城
市发展背后的人的故事。在这种
情况下，宋河作为一个赞助商角
色变得更加“隐蔽”。但这绝不意
味着宋河的广告效果会减弱，反
而是用另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
来影响消费者。今天，我们不可
能再用大分贝去达成广告效果，
需要用现代消费者能接受的形式
去完成这个工作。

王祎杨介绍，宋河今年还有
很多公关活动，同样，消费者也会
觉得有意思，比如父亲节的微电
影，中秋节老君山的团圆宴，豫哈
丝路行等，引来的关注很多。

她最后总结说，走心，可能就
是现代品牌传播方式的标准之
一。具体来讲，“走心”就是不突
兀、不生硬，这样消费者就愿意
看、愿意跟你互动起来。如果还
是依靠原来的简单广告形式去硬
塞给消费者，不但效果不会好，甚
至会引起消费者反感。

宋河总裁王祎杨：

酒业传播要直达消费者心智

□张晶

今年10月，由中国劲酒承办
的2015“健康饮酒中国行”活动
启动仪式正式在南京召开。

启动仪式上劲牌公司副总裁
王楠波作为保健酒联盟代表，发
布了新一年度的活动计划。据介

绍，2015-2016年的“健康饮酒
中国行”将分为“健康饮酒公益大
调查”、“健康饮酒公益大征集”、

“健康饮酒挡酒令互动”三个阶
段，在以往关注“健康”层面的基
础上，进一步导入“理性消费”的
话题。

“健康饮酒中国行”已经再度

启程，带着数年的坚持和不断的
创新，这一活动由最初“摒弃不健
康饮酒方式”的简单诉求，发展成
为拥有核心公益理念、衍生多样公
益活动、普及推行健康意识、汇聚
正面向上人群的矩阵式公益活动，
持续不断地影响着中国消费者，也
为行业彰显责任与自律树立标杆。

劲酒启动“健康饮酒中国行”

□月蓝

11月 5日，九华山酒
正式在新三板定向发行
240万股，募集资金1330
万元。九华山酒副总经理
桂桃荣增持12.5万股，董
事会秘书蒋尚龙增持5万
股，监事会主席马宏志增
持2万股。另有包括公司
董事、监事、核心员工及外
部投资者在内的24名新
增股东参与了认购。

公告显示，九华山酒
本次定向发行240万股，
发行价格为 4.2 元每股。
九华山酒副总经理桂桃荣
增持52.5万元；董事会秘
书蒋尚龙增持21万元；监
事会主席马宏志增持8.4
万元。另有包括九华山酒
董事、监事、核心员工及外
部投资者在内的24名新
增股东参与了认购。其
中，董事汪汉义认购84万

元；董事王振环认购42万
元；外部投资者汪良美认
购144万股，投资604.8万
元，成为九华山酒第二大
股东。

资料显示，九华山酒
(安徽九华山酒业股份有限
公司)设立于2003年 9月
18日，主要从事白酒的生
产及销售。多年来，九华
山酒先后研发了九华山、
牧童、杏村等三大品牌80
余款高、中、低档酒产品。

其中，九华山品牌包
括“生态原浆”“原浆洞藏”

“国色天下”“甘露”“经典”
等系列；牧童品牌包括

“金牧童”年份酒系列；杏
村品牌包括“老香泉”“杏
村家酒”“杏村骄子”等系
列。

九华山酒本次股票发
行主办券商为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法律顾问为
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

九华山酒新三板
募资一千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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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在B10、11版

转让物资设备

●闲置医疗器械物物交换。

电话 18937628197

机械物资

磁王磁铁厂价
13137158563、 6699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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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贷款

贷 款 快 56777787
1-10年循环用欠款房再贷快

新老房银行息额高含郊县

急 用 钱 56777776
身份证房车信用差借款简便

垫资快56777776欠款房再贷

快速56705588贷款
新老房产银行息额度高简便快

欠款房再贷56705588含郊县

车房抵押速贷
低息当天放款 15037159463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条码037155607110

工商咨询

●注册公司记账13937186845
● 注 册 公 司 18539578966
● 代 办 公 司 15516941095
●大额增资验资13526626508
●执照QS生产许可证63910208
●疑难公司快办13213196669
●注册公司记账13526629768
●QS、环评快办13027740569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口

退税税务疑难 13253513887
●代理记账 13253362163 王
●专业代理记账13949145369
●投资金融服务增资验资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 13333869335
●化妆品●保健品证63612933

●专办生产型企业 86560456
●免费注册低价验资63659753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公

司 代 理 记 帐 13592684668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生产许可证QS认证56012391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册

河南省大中型企业上市服务

公司诚招合作 13503711111
●低办公司资质15517559996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医疗器械药品13838389446
■省内资质■
省内建筑资质证专办53302661
安全生产许可证专办53302662
建筑一体化资质专办53302663
装饰/园林/物业专办53302664

■资质快办■
快办施工类建筑资质53302660
建筑类资质升级快办53302665
各类建筑资质二升一53302667
环评消防快办
河南环评消防审批 86172660
【资质快办】
建筑●水利●电力 63838000
市政●公路●通信 63858899
机电●石油●矿山 63697099
消防●照明●承修 63830333
钢构●防水●环保 63512939
输变电●装修装饰 63863366
疑难税务代理
全省税务案件代理 65771569

免费注册
工商疑难处理，大额增资

投资金融快办 15515888182
免费注册68268888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技工·八大员 65593711
生意投●咨询
项目投资孵化 商业模式优化

连 锁 合 作 ：400-0789-639
省内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招聘

●家电电工教师 15038039611

培训招生

●学历职称资格证13513897893

●学历证专本硕/资格证会计

经济医护建造师 15937121578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家教

●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英凯英语辅导 15824843983

敬告：
使用本栏目信息请供需

双方认真核实有关证明材料，
签订有效法律合同。

酒业快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