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0月11日 责编郭璐娟 美编李庆琦 邮箱 dahejiufang602@126.com酒坊热点 AII·11

酱香型以外的白酒企业纷
纷玩酱香，酱香型白酒的未来究
竟有多美好？

对于消费者喝不惯酱香酒
一事，亮剑咨询董事长牛恩坤有
独到见解，他说，酱香酒刚接触
时确实难以下咽，不过一旦喝惯
了，就不想再喝其他香型了。

对于酱香酒的未来，中国酒
业协会白酒分会秘书长甘权表
示，近年来，酱香酒走势看好，既
体现出白酒市场追求绿色、有

机、健康消费的一种时代趋势，
也是白酒行业顺势而为调整产
品结构，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必然
结果。未来，酱香酒市场份额必
然是逐步提升。

对于酱香酒的未来，河南省
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北京正一
堂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光等
业内人士都一致看好，他们认
为，酱香型白酒的工艺和对环境
等的严格要求注定它的稀缺性，
而物以稀为贵。

近期中国女排在当年
“铁榔头”郎平教练的带领下
突破重重困境，克服多种困
难重夺奥运冠军，引起社会
学习女排精神的热潮。

一、坚韧不拔，勇攀高峰
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作为一个国人甚至说亚
洲人不擅长的集体项目能获
得优秀的成绩，更彰显出难
能可贵，同时其背后汗水和
付出可想而知。女排姑娘往
往要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汗
水，才能得到同样的成绩。
作为我们酒行业，特别是豫
酒行业，现在也遇到了女排
姑娘同样的困境，先天气候
原因，和四川贵州相比并不
占优势，但是只要拿出女排
精神，发挥自己特点，奋发图
强人定胜天，只要付出努力
就一定有回报。

二、不骄不躁，再接再厉
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说到女排精神往往会想
得“断骨抗日”和“五连冠”，
断骨抗日体现了女排的拼搏

精神，而五连冠更显现了女
排的不骄不躁、再接再厉的
精神，这也同样值得我们学
习，特别是体育行业昙花一
现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国女
排在世界杯、世界锦标赛和
奥运会上5次蝉联冠军，成为
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连续 5
次夺冠的队伍。此点尤其值
得我们酒行业学习，历来酒
行业就有一年喝倒一个牌子
的说法，从秦池到孔府宴，都
是在风生水起的时候轰然倒
下，酒行业缺乏匠人精神，缺
乏女排那种持之以恒、精益
求精的精神。

三、面对低谷、面对质疑
埋头苦练内功，厚积薄发的
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打开百度搜索中国女排
的成绩不难看出和任何事物
一样同样也有低谷的时候，
在1981 年和1985 年世界杯、
1982 年 和 1986 年 世 锦 赛 、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得
冠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五
连冠”，之后沉寂了7年并又

在 2003 年世界杯，2004 年奥
运会夺得冠军，之后又沉寂
了 10 年 2015 年世界杯，2016
年奥运会再度夺冠，作为曾
经的世界冠军，背负着多么
沉重的包袱，但是压力也是
动力，女排姑娘不被压力所
压垮，在风光之时不骄傲，低
谷之时不气馁，终于又拿回
了属于自己的荣誉。

想想我们豫酒也曾经风
光，有过“张宝林”的惊人业
绩，也有赊店“老酒天长地
久”的脍炙人口，还有过宝丰
超过5亿的年销售额，也同样
有仰韶全国销量第二的优秀
业绩。但是这仅仅维持过一
段时间，我们应该学习女排
这种面对困难不屈不挠，奋
勇向前的精神，振兴豫酒，人
人有责！

仔细想想，中国女排真
的和豫酒有着许多共同之
处，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这
是本人对女排精神的粗浅理
解，写出来共同学习。

陶香、浓香、保健酒企扎堆“玩”酱香酒

酱香酒的未来到底有多美
阅读提示 | 中国白酒有13种香型，而以浓、酱、清三种香型最为常见。近年来，在浓、清两种香型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不
仅酱香型白酒产区及企业自身表现得异常活跃，就连一些外来资本及非酱香型酒业同行，也纷纷对酱香型白酒钟爱有加
起来。那么，酱香酒的未来究竟有多美好？

9月 28日，河南仰韶酒业
有限公司“仰韶陶酱坊1915新
品上市发布会”在郑州举行，豫
黔两地政府相关领导、中国酒
业协会和豫黔两地酒业协会领
导，及河南白酒行业的大商400
余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
一事件。这标志着仰韶酒业正
式进军酱香型白酒市场，同时
意味着河南本土首个酱香酒品
牌正式诞生，仰韶成为豫酒中
同时囊括陶香和酱香的第一家
企业。

近年来，仰韶推出陶香型
白酒仰韶彩陶坊，颇受消费者
好评，并已逐步成长为河南白

酒的领军品牌。仰韶为何突然
玩起了酱香型白酒？仰韶酒业
的说法是，酱香热全国日渐势
起，河南市场的酱香酒消费也
越来越多。在此大背景下，豫
酒也急需自己的酱香酒品牌，
不仅完善了企业自身的产品
线，而且还要将优质酱香酒引
入中原。届时，“彩陶坊”与“陶
酱坊”二兄弟将并驾齐驱，共同
发展。为此，河南仰韶酒业有
限公司贵州茅台镇酿造基地已
提前在茅台镇知名酱香酒企业
成义烧坊挂牌，并得到了当地
政府的大力支持。

事件 | 河南本土首个酱香酒品牌陶酱坊诞生

一些非酱香型的白酒企业，
也开始纷纷涌入茅台镇，或收
购，或入股，或定制，表现得对酱
香酒情有独钟。

今年2月份，劲酒母公司劲
牌有限公司收购了贵州台轩酒
业95%股份，收购价格约为1.7
亿元。据了解，贵州台轩酒业隶
属于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国宝
酒厂，注册成立于2012年12月，
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主营白
酒生产、销售。

今年6月18日上午10点，
洋河股份与贵酒战略并购项目

在贵州饭店正式签约，洋河投资
1.9亿元全资收购贵酒。洋河股
份董事长王耀在仪式上表示，

“贵酒的成功并购，一方面能够
继续推进洋河的酱香战略发展；
另一方面，也将更好地促进贵酒
的发展和腾飞。战略性互补，将
会让贵州贵酒扬名天下，也让洋
河加快实现美丽梦想的步伐。”

对于酒企进军酱香领域，也
有业内人士指出，酱香型白酒价
格高，毛利率也高，这也是吸引
白酒企业选择收购酱香酒企业
的一大原因。

近日偶翻书报，见到著
名作家白桦先生的一篇散文

《我 是 一 个 欢 乐 而 醉 的 饮
者》，其文行云流水，给人静
谧而又舒畅的感觉，其中有
一段文字我颇有同感，随手
将之摘录下来。“我不反对中
国式的文雅的饮酒，以缓和
的节奏去对付烈性美酒，说
得简练些只有四个字：以柔
克刚。像烧红了的火炭似的
酒滴一经入喉之后，曲曲弯
弯的肠子就渐渐伸直了，僵
硬的面部肌肉也松弛了，整
个灵魂随之光亮起来。话可
能比较多，但常常有异彩，话
里有诗，有奇妙的童话，有深
刻的哲理。当然也有像车轱
辘一样不断重复的唠叨。但
都很美，很可爱，因为真诚。”

提起饮酒后的真诚，不
由自主想起了那句俗话“酒
后吐真言”。酒精的作用让
人撕去了虚伪的面具，还心
灵以本来面目，那些微醺的
醉酒者如庄子笔下的人物一
般，是朴素、纯真而又不失情

趣的自然人了……
饮酒以及酒后的醉态，

往往可以造就出千古传诵的
佳句来：豪迈如辛弃疾“醉里
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
婉约如李清照“三杯两盏淡
酒，怎敌它，晚来风急”；潇洒
如杜荀鹤“琴临秋水弹明月，
酒就寒山酌白云”；凄凉如陆
放翁“红酥手，黄滕酒，满城
春色宫墙柳”；欢快如杜子美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
好还乡”；多情如范仲淹“酒
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酒，不仅是文人雅士的
青睐之物，也是寻常人家的
日常必备，更是欢庆之时必
不可少的助兴甘琼。前一段
奥运期间，中国女排一路披
荆斩棘，最终斩获冠军。极
度兴奋的我，与家人畅饮，和
朋友狂欢，酒都成了表达喜
悦的最佳载体。

我们河南堪称中国白酒
的发源地，是酒的故乡。中
国最早的酒与酒器发源于贾
湖村，被称为“贾湖文化”，位

于舞阳县北舞渡镇。目前，
豫酒的整体态势，跟我省酒
的故乡之身份尚不匹配，我
省的酒行业仍有着巨大的发
展潜力。中国女排之所以经
过十数年的低谷，再次走上
巅峰，是因为她们不抛弃，不
放弃，永不言败，持之以恒，
而这种精神，正是我们豫酒
突破瓶颈，走向全国之必需。

依个人之见，豫酒振兴
应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如
中国女排那般，持之以恒地
追求卓越品质，唯有好产品，
才能留住消费者，吸引新客
户，带来大发展；其次，应当
高度重视宣传效应，通过媒
体广告、文艺作品、影视作
品，尤其是新媒体等，将豫酒
之名广为传播，为人熟知，是
走向振兴的必由之路；再次，
积极引入时尚理念，走出厚
重历史帷幕，以崭新姿态融
入市场，譬如大力发展保健
酒、养生酒、个性化定制酒
等，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必然
会赢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记者 宁甜 霍坤峰 文图

学女排精神，开创豫酒新天地

□河南省酒业协会 皇甫尚旻

“学习女排精神 重振豫酒雄风”系列征文

不骄不躁 再接再厉

□大河报读者 赵艳霞

分析 | 酱香酒的未来有多美好？

调查 | 白酒企业纷纷玩起了酱香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