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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副酒源名酒连锁发力
11 月份 6 家店相继开业
□记者 霍坤峰 文图

核心提示 | 豫副酒源是河南省副食品有限公司旗下的名酒连锁品牌。自 2013 年 4 月 18 日豫副酒源郑州淮河路店开业之后，开店数量一直在不断增
加。两年多之后的 2015 年 11 月，豫副酒源名酒连锁以更加迅猛的速度迈开扩张步伐，6 家店陆续开业，将无可挑剔地成为当月酒业连锁领域最耀眼的明星。

快速扩张已布局全省半数地市市场

豫副酒源发力，一个月开 6 家店
2015 年 11 月，将注定成
为豫副酒源名酒连锁值得纪
念的月份。这个月，共有 6 家
名为豫副酒源的连锁门店在
省会郑州及周边城市次第绽
放。豫副酒源开始发力了。
“进入 11 月份之后，现在
正在营业的有两家店，分别是
豫副酒源信阳固始店和驻马
店市区店，另外还有郑州的经
开区店、姚寨路店、迎宾路店
和新郑店在本月底之前将陆
续开业。”河南豫副酒源商贸
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莉介绍说。
今年前 10 个月，豫副酒

源共开店 3 家，而仅 11 月一个
月 之 内 ，就 有 6 家 店 开 业 迎
宾，这种速度不得不令人刮目
相看。
据介绍，截至今年 11 月
底，豫副酒源门店数量已经达
到 40 家，其中仅郑州市区就
有 11 家。
而到下个月，还有 3 家豫
副酒源名酒连锁将在驻马店
正阳县、平顶山舞钢市和濮阳
市区开花结果。李莉介绍，目
前只能说 12 月至少要开 3 家
店，也可能还会达到 6 家店的
规模，
甚至更多。

目前，河南省内连锁品牌众
多，而豫副酒源与其他连锁企业
都不一样，既是河南本土连锁品
牌，又是一家以名酒销售为主的
连锁品牌。在运营上，豫副酒源
也有自己清晰的规划和定位。
首先，他们要立足于对省会
郑州布局的充实和完善。据李
莉介绍，郑州的中北区和东北区
一直是豫副酒源的空白区域，而
迎宾路恰好位于郑州的正北区，
周边汽车 4S 店众多，北汽配城、

北建材等业态繁荣，购酒需求旺
盛。随着豫副酒源郑州迎宾路
店的开业，将可以很好地为北区
居民提供便捷的购酒服务。
“郑州姚寨位于东区和市区
结合部，豫副酒源郑州姚寨路店
的开业，将对连接东区、满足经
三路金融生态圈起到承上启下
的作用。”李莉说，豫副酒源郑州
经开店的东移，适应了经开区东
扩的发展规划，放大了市区连锁
网络的覆盖面。

还有，随着豫副酒源新郑店
的开业，将和已开业的豫副酒源
禹州店、长葛店、新密店、登封店
连接成片，形成豫副酒源南片区
的核心战场。
豫副酒源驻马店市区店、
固始店为打开驻马店和信阳空
白 市 场 开 了 好 头 ，也 为 豫 副 酒
源南延奠定了基础。加上豫副
酒 源 在 濮 阳 的 布 点 ，豫 副 酒 源
目前已实现了河南过半地市市
场的进驻。

品牌提升年促进豫副酒源飞速发展
2015 年年初，在深圳逸马
顾问机构的指导下，豫副酒源把
这一年确定为品牌服务提升年，
做到了用情感交流和周到的服
务维系客户关系。
据深圳逸马顾问机构战略
合伙人白建华介绍，以前的连锁
模式，只是代理、供货、换招牌，
而豫副酒源却一改传统路线，推
出了“整店输出”的服务模式，如
何选址，如何开店，如何开发客

户，如何促销，如何做好会员服
务等，从根本上解决了加盟商的
后顾之忧。
同时，豫副酒源针对客户结
构，对门店定位更加明晰，并且
针对性地推出体验式的销售模
式，在门店里增加了喝茶、品酒、
休息的空间，做到以茶会友，以
酒会友。此举受到了消费者的
一致好评，也获得了加盟商的普
遍认可。

再者，加盟商通过对豫副酒
源的了解，发现豫副酒源与茅、
五、剑等名酒厂家的关系最紧
密，供应链也最稳定，具备做长
寿型企业的基因。还有就是豫
副酒源拥有一支朝气蓬勃的团
队和新生力量，也让加盟商看到
了希望。
有了上述这些周到的服务
做支撑，豫副酒源飞速发展也就
变得顺理成章了。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也是温和酒业建厂 70 周年

温和酒:为抗战胜利斟满杯中酒
核心提示：
“中国白酒向来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可以说
温和酒早已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今年是抗日战争
胜利 70 周年，也是温和酒业建厂 70 周年，两个‘70 周年’
不期而遇，我们希望通过缅怀先烈，提醒青年一代，特别是
温和人勿忘历史，培养正确的历史价值观。
”山东温和酒业
总经理肖竹青说。

中国白酒泰斗沈怡方（右二）为温和酒业原酒新品揭幕

温和酒业历史很悠长
温和酒以温河水得名，温河
以费县祊水取名。祊水源自尼
山山脉大匡崮，东流至费县梁丘
村南，有温泉水北来汇入，成温、
凉二水合流，当地人遂称此水为
温凉水，
河称
“温凉河”。
1943 年秋，鲁南军区消灭
伪军刘黑七部，使得鲁南山区抱
犊崮、天宝山、崮口三块根据地
连成一片。这一年冬，中共鲁南
区党委批准成立以梁丘为中心
的县级新政权，以河为名——温
河县。温和酒业蓬勃发展，取水
温河，酒质绵柔，性情温和，字异
而音同，天酿地造，注册了“温
和”
商标。
温和酒历史悠久，
明代武英殿
大学士张四知，
退休后在县城南关
曾以酒招待老友信肖吾。据统计，

清末至民国，
全县酿酒作坊有 16
座，
一般年景每处日产300至500
斤，
主要原料是高粱、
小麦，
产品高
粱酒俗称白干酒、
烧酒。
费县有两家酒店：一是“龙
泉涌”
、二是“德泉涌”
（明朝时为
德升酒坊）。
“ 龙泉涌”坐落城南
门外路西祈遗街；
“德泉涌”坐落
城南门外路东通济街，有西酒
店、东酒店之称。西酒店“龙泉
涌”以李福祥为主，三家集资大
洋 3600 元，雇工 28 人，除每年
交酒类专业税 20 元外，年纯收
入大洋 600 元。此店变化较大，
从清末开业，时开时停，至 1944
年转给赵汉堤，改号“新成”酒
店。东酒店“德泉涌”店主赵文
勋，明清时称德升酒坊，零售兼
批发，
有从业人员 30 人。

1945 年 8 月 7 日 ，费 县 解
放。人民政府整合当地酒厂，任
命原朱田酒厂经理胡广裕（胡广
玉）为 厂 长 ，当 即 恢 复 酿 酒 生
产。胡广裕是费西大井头村人，
他担任费县酒厂厂长后，立即扩
大规模，选调技术人才，组织恢
复生产。当年共有草房 40 间，
敞篷 60 间，以高粱、小麦为主要
原料，年总产量 200 吨。新酿的
美酒被抬出酒篓，摆上桌案瓷
碗，
向抗日英雄致敬慰问。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重点
进攻山东、
轰炸费县时，
费县酒厂
暂时撤离停产，
1948 年秋恢复酿
酒生产。酒厂隶属鲁中南专酿公
司尼山总酒厂，受总酒厂和费县
县政府双重领导，
酒厂全称为
“鲁
中南尼山总酒厂费县分酒厂”
。

温和烧酒曾为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做出贡献

温和酒业原酒厂职工庆祝厂庆

温和酒款待过经此转战的
抗战领导：抗战时期，徐向前等
人路过崮口山区，受到抗日游击
第二大队负责人徐子仁的热情
招待，当地军民端来狗肉盆，弄
来筛热的温和烧酒，徐向前饮后
称赞好酒、好酒，非常感激，回赠
600 块银元，
一时传为美谈。
它是抗战军民的庆功宴酒：
1944 年秋，鲁南区党委在梁丘
大邵庄召开“减租减息”万人大
会，该村贫雇农自发组织附近群
众杀猪宰羊，在村外搭起帐篷，

躺上门板，招待各县来宾。
它是特殊时期的消毒良液：
根据地养伤的伤员，常把烧酒代
替酒精消毒。1944 年春，鲁南
军区在石井荆山寺建立医院，收
治伤病员，温和烧酒当做酒精使
用。1946 年鲁南战役结束，该
院收治负伤干部战士数百人。
酒精不够用，就以温和烧酒酒头
代替，
及时救治许多伤员。
新中国成立后，费县酒厂几
经变迁，到了 1965 年，为扩大酒
厂规模，费县政府批准新厂迁移

到建设路北，温凉河和青龙河两
河交汇处，称下河头（佚名下海
头），现在为蓝色港湾住址，占地
4 万多平方米，面临公路，交通
便利。
此后，酒厂不断扩大生产规
模，不断革新生产技术，产品花
样不断增加和更新，主要生产了
65 度白酒、大曲酒、二曲酒和老
窖酒。档次提高，效益增强，成
为县财政收入的支柱产业，继续
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