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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业快讯

14家“僵尸车企”被强制退市引发市场连锁反应

“僵尸酒企”该何去何从？
核心提示 | 11月12日，工信部发布通报，14家不能维持正常生产经营的车企被暂停车辆

生产资质。这意味着汽车行业中“僵尸车企”的退出机制已经启动。作为《大河酒坊》重点关注
的酒类企业，同样存在有诸多“僵尸酒企”，他们又该何去何从？

11月12日，工信部对《特别
公示车辆生产企业(第 1批)公
告》执行情况进行通报。其中，

14家车企被暂停车辆生产资质，
就是大家俗称的“退市”。

记者注意到，这14家车企

被退市的原因是，他们的产量为
0或很少，没一点生机，不能维持
正常生产经营，却常年存在。这
类车企，被人们称为“僵尸车
企”。工信部此举，意味着汽车行
业中“僵尸车企”的退出机制已启
动。这是第一批公示的退市名
单，第二批公示名单也即将发布。

看到这则消息，河南藏酒汇
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凌风说，
相关部门已开始对“僵尸车企”
开刀，这对汽车行业规范发展来
说是件好事。酒业市场也有许
多“僵尸酒企”存在，如果能建立

“僵尸酒企”退出机制，对净化酒
业市场环境将发挥不小作用，也
能为酒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僵尸车企”退市，“僵尸酒企”引发关注

据民间公布的数据，到2015
年，河南省内的白酒企业有461
家。而据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相关人士提供的数据显示，
目前河南省内获得白酒生产许可
证的企业有 288家。就这 288
家，他们的生存状况怎样？有僵
尸酒企存在吗？

“这288家获证企业应保持
正常生产，至少说明这些企业的
白酒生产许可证在有效期内。”河
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人士
透露，2001年以后国家不再办理
新的白酒生产许可证，对于持证
白酒企业，此前是3年换发一次

新证。从今年10月1日起，换发
新证时间延长为5年。

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
亮介绍，获证企业中，应该有三分
之一过得还行，三分之一半停产
状态，三分之一已停产。对此，河
南省酒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蒋辉给出这样的数据，在288家
获证白酒企业中，市场还能看到
产品的有80多家，其余有200家
左右白酒企业都可称得上是“僵
尸酒企”，半死不活很难受。

河南省有108个县，基本每
个县都有一家或一家以上的白
酒企业，可称得上是白酒生产大

省。其实，河南的白酒企业数量
还不及贵州一个县级市仁怀市。

仁怀市酒业协会副秘书长
杨必刚介绍，仁怀市有获证白酒
企业313家，大部分都处在正常
生产状态。对于半死不活的僵
尸酒企的占比，杨必刚委婉地
说：“只能说有，一定有。”

安徽也是白酒生产大省，安
徽省酒业协会负责人说，安徽省
以几家龙头企业为代表，其余也
有一部分白酒企业处于停产和
半停产状态，可算作是僵尸酒
企，数量没具体统计，但不算少。

全国各地都有“僵尸酒企”

（下转B10版）

□记者 李素莉 文图

11月20日下午，2015冷
谷红品牌战略发布暨新品推介
会在商丘召开。

中国食品业诚信联盟副主
席秘书长张传林、河南省酒业
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蒋辉、商
丘市政协副主席刘明亮、民权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卞文灿、冷
谷红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耿红伟及全国各地经销商代
表参加了推介会。

冷谷红是近年崭露头角
的商丘民权一家葡萄酒生产
企业，多年来，冷谷红以发展
民族品牌为己任，以酿好酒、
出精品为目标，孜孜不倦发展
黄河故道葡萄酒产业，坚持以
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
以品牌赢市场的宗旨，坚持传
承与创新结合，古为今用，推
陈出新，积极与多家科研院所
合作，研发新产品，强力打造
冷谷红品牌，成为黄河故道葡
萄 酒 产 区 的 领 军 品 牌 。

耿红伟在讲话中介绍说，
冷谷红葡萄酒传承百年酿酒
工艺，走科技创新之路，开发
出了冷谷红系列干红、干白葡
萄酒，目前冷谷红葡萄酒已形
成三大系列30多个品种，年生
产能力1万千升。特别是最新
研制出的高白藜芦醇葡萄酒，
其白藜芦醇的含量是普通葡
萄酒的30倍。

推介会现场，参加本次发
布会的代理商、经销商代表及
媒体记者们就冷谷红的市场
开发与营销推广进行了深入
交流，并对冷谷红葡萄酒新品
发布表示祝贺，同时对新品开
拓市场开发表示充满信心，不
少葡萄酒经销商和冷谷红签
署合作协议。

2015冷谷红新品推介会召开

□记者 霍坤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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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咨询

机械物资

磁王磁铁厂价
13137158563、 66999250

转让物资设备
●闲置医疗器械物物交换。
电话 18937628197

抵押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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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公司记账13526629768
●QS、环评快办13027740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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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器械工商13838389446
●各类资质专办13613868402
●医疗器械资质专办60583056

●快办私募基金牌照55697802
●500元大包办公司86107188
“工商■资质”
低价电力装饰物业房地产

高效诚信不成退款 86107088
“证书●资质”
质监建筑咨询 13523095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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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同行资质
88887170 房 产 劳 务 物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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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办公司资质
0元办公司房地产.物业资质

八 大 员 技 工 证 6636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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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内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可证 65901419、65901473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 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环评消防快办
河南环评消防审批 86172660

培训招生

●学历证会计证 15937121578
●学历职称资格证13273818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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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

●护士口腔大夫 18539941666

安阳内黄一家酒厂荒废的厂房

河南省酒业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蒋辉现场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