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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王对酒祖，杜康绽放豫酒“金花”新魅力

不一样的牡丹 不一样的杜康
□记者 朱金中 郭璐娟 文
李素莉 摄影

核心提示丨杜康是
人，是酒，是酒企简称，
更是中国白酒的文化符
号和象征，单单“杜康”
二字便价值连城。从
“何以解忧”到“为国争
光”，再从酒祖到大型地
下窖藏，杜康的软硬实
力相得益彰。今年，杜
康控股独家冠名第 36
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
——不一样的牡丹，不
一样的杜康！

酒祖牵手花王，
杜康如何“不一样”
？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
动京城。
“洛阳牡丹甲天下”的盛
名由来已久。
杜康，既是华夏酿酒鼻祖，
中华美酒之源，又是中国历史文
化名酒，更是中国酒文化的起源
地。以杜康为名的杜康酒，因为
在洛阳市杜康村始创秫酒而得
名，
有
“进贡仙酒”
之誉。
这次，杜康控股独家冠名第
36 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酒祖
与花王的牵手，必将吸引举世目
光，
呈现一个
“不一样”
的杜康。
据 了 解 ，在 牡 丹 文 化 节 期
间，杜康将全方位、深度参与冠
名赞助文化节期间众多的主题
活动，如 2018 洛阳互联网创新
大会、第二届河洛文化大集、第
二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牡
丹花会开幕式、第 36 届牡丹文
化节投资贸易洽谈会……充分
展现杜康品牌魅力，弘扬杜康文
化。

酒业快讯

“伍佰会 CEO”
走进宋河参观考察
□记者 朱金中
“酒祖杜康”号免费赏花专线首先仪式现场

打好文化牌，
进一步挖掘品牌文化价值
“一朵花”带火“一座城”，36 年“花开不败”，已成为一张金
灿灿的
“国字号”
文化名片，
助推了洛阳整个城市发展成长。
显然，杜康不仅看中了洛阳牡丹文化节本身的品牌影响，
更看中的是牡丹文化节影响下的爱“美”之人，以杜康美酒转
化、影响这些对美好生活心存向往的人。
据洛阳政府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清明小长假，洛阳迎来
了赏花观光的四海宾朋，3 天接待游客 196 万人次，再现了“花
如海、车如龙、人如潮”的节日盛景，为第 36 届中国洛阳牡丹文
化节开幕式进行了
“预热”。
而去年整个牡丹文化节期间接待游客的官方数据是
2493.96 万人次，如此巨大的线下流量，杜康岂会错失良机？为
此杜康不仅在洛阳市人流量较大的地方做好户外广告展示，更
是在文化节期间设展区、搞品鉴，并推出“第 36 届中国洛阳牡
丹文化节纪念酒”免费精准赠送，加上炫目的“酒祖杜康”号免
费赏花大巴，与 2000 多万游客建立深度沟通形成良好的口碑
传播，
将文化牌与体验式营销得以完美结合。

打活文化牌，
展现豫酒“金花”新魅力
杜康控股本次独家冠名洛阳牡丹文化节，对豫酒振兴的推
动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按照河南省政府对豫酒振兴的时间
表来看，2017 年是豫酒振兴提出的一年，而 2018 年才是豫酒真
正发力的振兴元年。杜康作为河南省老“六朵金花”
、河南省工
信委新评出的“五朵金花”之一，在豫酒振兴大局中扮演者举足
轻重的角色。
日前，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关于印发洛阳市促
进杜康转型升级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的通
知》。
《通知》要求：从现在起到 2020 年，以郑
州和洛阳为核心，打造 5 个市级样板和 40 个
县级样板，实现洛阳、郑州全区域的市场覆
盖；重点打造酒祖杜康小封坛大单品，单品
年销售收入达到 5 亿元，杜康控股年销售收
入达到 20 亿元，入库税收达到 4 亿元，占省
产白酒的市场份额达到 20%左右。
2021-2025 年实现省内市场杜康产品
全覆盖和终端网点全覆盖，全力打造酒祖杜
康小封坛大单品，力争用 5 年时间实现酒祖
杜康小封坛单品年销售收入突破 10 亿元，杜
康控股年销售收入达到 40 亿元，入库税收达
到 8 亿元。到 2030 年，杜康控股年销售收入
达到 100 亿元，
入库税收达到 20 亿元。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通过豫酒振兴元年杜康打出的文化牌，
再加上近 200 亿的转型升级计划，杜康
将继续展现豫酒
“金花”新魅力！

“酒祖杜康”号免费赏花大巴

酒坊吹风

本周四，来鉴定老酒
□记者 朱金中
4 月 19 日，又一场鉴宝活动将与藏友如期见面啦！各位藏友，如果您家中有收藏的老酒，快带上你的
老酒，
一起来接受专家的鉴定吧！

鉴宝时间：
4 月 19 日 9：
30 至 11：30
鉴宝地址：
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与九如东路交叉口天下收藏北区三楼 3005 号

4 月 13 日-14 日，
“第
60 期 CEO 访 问 团 ”，豫 企
伍佰会企业家会员一行 40
余人，走进宋河酒业参观交
流。两天时间里，大家用脚
步丈量美丽宋河，体味一粒
粮食的美酒之旅。
在宋河酒业公司副总
裁、生 产 基 地 总 经 理 刘 新
田，副总经理杨明先，宋河
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
程 师、科 研 中 心 主 任 李 学
思，郑州分公司总经理朱友
前，张东林等陪同下，企业
家会员们先后参观了科研
中心、收储中心坛库、生产
一分厂酿造车间、制曲车间

曲库以及生产二分厂灌装
生产区。参观过程中，刘新
田详细地向伍佰会企业家
会员介绍了宋河酒的生产
工艺流程以及在白酒生产
过程中微生物介入发酵等
方面的情况。
企业家们表示，通过对
宋河企业的参观，对酿酒的
实际工艺过程有了更为直
观的认识，之前书本上获得
的知识也变得更加鲜活。
特别是在宋河酒庞大的酒
窖以及发酵车间里，被其悠
久历史，源远文化以及雄厚
实力所震撼。同时也被饱
满醇厚、回味悠长的宋河琼
浆玉液所征服，这次学习真
可谓不虚此行，大开眼界！

开元葡萄酒
集散分拨中心研讨会
在郑举行

活动现场

□记者 朱金中 文图
4 月 10 日下午，由河南
开元国际经贸有限公司组织
的“开元国际中西部葡萄酒
集散分拨中心研讨会”在河
南省进口物资公共保税中心
集团有限公司召开。
首先由开元国际进口葡
萄酒展示交易中心负责人毕
强向参会企业代表介绍了展
示交易中心业务的开展工
作。
据悉，目前开元国际进
口葡萄酒展示交易中心已经
吸引很多河南本土进出口企
业的业务回流，相比沿海口
岸，通关时间缩短，物流成本
降低，货物周转变快，目前通
过开元国际进口葡萄酒展示
交易中心在河南口岸通关的
进 口 葡 萄 酒 金 额 约 7000 万
元人民币，对于提升河南在

中西部红酒进出口的影响
力，充分发挥我省的区位
优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开元国际经贸有限公
司董事长徐超锋认为，开
元国际进口葡萄酒中西部
展示交易中心的成立宗旨
就是打造一个以河南为中
心，辐射周边省份的多功
能综合服务平台，涵盖物
流、金融、贸易、文化、跨境
等业态。
“在座的各位企业家
都是在葡萄酒行业具有一
定影响力的人，对河南市
场的现状都很清楚，价格
虚高、产品品质良莠不分，
虽然河南市场潜力巨大，
但消费者还没有完全放心
大胆地去消费，我们在座
的各位有责任和义务要把
河南市场给振兴起来。”徐
超锋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