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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酒业：
用高素质人才撬动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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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著名的科学家阿基米
德曾写信给叙拉古国王希伦：“如
果给我一个支点，一根足够长的硬
棒，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对于
21世纪快速发展的全球化经济，
什么是能够撬动经济发展的支点，
毫无疑问是人才。的确，对于一个
拥有7000年文化底蕴的白酒企
业，如何在现代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脱颖而出？仲夏之际，“百家媒体
看仰韶——探索行业标杆背后的
成功基因”活动中，河南仰韶酒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建光敞开心扉，
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高素质人才成
为撬动仰韶未来发展的新引擎。

对于人才，许多人都
认同这样一个观点：21
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
争。近年来，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仰韶酒业之所
以愈挫弥坚，保持了销售
业绩持续稳步攀升，正是
因为他们对人才的高度
重视。说到这，要为仰韶
酒业稳定而高效的人才
队伍点赞。

近年来，仰韶酒业高
层领导没有任何变动，中
层领导也非常稳定，基层
员工则保持了基本稳定、
有序流动的理想效果。

尤其是对高科技人
才，仰韶酒业尤其重视，
近 年 来 表 现 得 更 为 突
出。仰韶酒业有这样的
规定：引进酿酒专业博
士，给予20万元年薪、住
房和每年不少于 100 万
元的科研经费；对于酿酒
或市场营销方面的硕士
研究生，给予 5000 元月
薪、每年不少于 50 万元
的科研经费，并根据个人
身体条件和个人意愿，可
以延长五年退休。

另外，仰韶酒业能用
心对待人才。从2010年
5月，仰韶酒业推行了仁
孝基金，规定每个在职职
工每月自愿支付仁孝基
金 50 元，仰韶酒业再拿
出 50 元。当年年底，仰

韶酒业则以职工的名义
邮 寄 给 对 应 职 工 的 父
母，每人每年 1200 元。
据说，当年就有 900 多
名职工加入仁孝基金。
到2017年底，公司加入
仁孝基金的员工人数已
经达到2900多人。这一
举措，成为企业连接职
工及家庭的重要纽带，
为增进感情和家庭和谐
做出应有的贡献，也为
稳定员工队伍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2018 年，仰韶酒业
还 出 台 了“2018-2028”
二次创业人才强企战略
规划，全面启动中长期人
才发展规划，统筹推进各
类人才的引进、培养、使
用、考评、激励等工作，带
动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
整体提升，为仰韶转型跨
越发展、实现战略愿景提
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如今，仰韶酒业已经
成为当之无愧的豫酒领
军企业，这与仰韶酒业对
人才的重视和稳定的人
才队伍密不可分。

不过，仰韶酒业还
有 很 大 的 市 场 提 升 空
间。新时代，新征程，
随着仰韶酒业人强企战
略的逐步落实，仰韶酒
业再上一个新台阶也是
指日可待。

大河酒评

为仰韶人才队伍点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霍坤峰

□特邀撰稿 岳晓声（省酒业协会副秘书长）

人才战略是仰韶发展之基

谈到人才对企业发展的作
用时，侯建光表示，一个企业的
发展，人才为先，有没有好的人
才环境、人才机制是制约企业发
展优劣的关键。

首先要营造浓厚的人才环
境。侯建光说，从2004年企业
改制以来，仰韶酒业在人才工
作方面采取不拘一格用人的标
准，能干事、会干事、想干
事、干实事的人成了仰韶求变
的中坚力量，企业制定了请进
来、走出去的人才发展环境。
一方面是请进来，聘请省食品
研究所原所长刘建利担任技术
顾问，2010年开始与江南大学
生物研究院签订合作协议，形
成了以企业为中心，各取所
长、优势互补、相互支持、资
源共享的人才体制；形成了由
企业出资，以学院科技成果、
科技人才、试验条件为平台，
共同建设技术研发中心，在技
术创新、产品开发、人才培训
以及信息交流等领域进行合作
的机制。

其次是送出去。近年来，仰
韶酒业先后安排技术骨干到知
名兄弟酒企进修实践，利用生产
淡季，组织生产车间骨干力量
100多人到四川进行为期两个
月的酿酒知识培训；安排曲酒生
产班组长30余人到河南牧业经
济学院酿酒班参加为期一个月
的理论进修，为解决研发、生产
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夯实了技术
基础。

第三是做好人才储备。仰
韶酒业坚持“专业培养和综合培
养同步进行”的人才培养政策，
每年都会招聘一批优秀的大学
应届毕业生，分配在生产技术、
研发、营销、策划等部门实习培
养，为人才储备建立蓄水池；每
年定期到河南农业大学、省人才
交流中心、三门峡等人才交流中
心参加现场招聘会，为企业储备

后备人才。
侯建光介绍，为提高企业整

体人才结构水平，优化公司人才
梯队，建立促进高技能人才引进、
合理配置与开发利用人才资源的
有效机制，全面促进人才队伍建
设。2018年2月，仰韶酒业出台
了《高技能人才管理办法》，坚持
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的原则，
并对高层次人才引进、培育及待
遇做了明确规定。

人才战略要处理“225”关系

谈到仰韶酒业的人才战略，
侯建光表示，要处理好“225”关
系，即：坚持两个理念，克服“两大
误区”，把好“五个关键”。

侯建光说，“两个理念”是一
把手理念和团队理念。侯建光表
示，“人才的一把手理念”就是说
一把手必须树立正确的人才理
念，不能整天埋怨手下没有人才，
如果这样，手下人才就会越来越
少，就真没有人才了。因为人才
都被埋没了，只有自己在自我欣
赏、单打独斗、势单力薄，最后成
了孤家寡人一个，哪里还有战斗
力，更谈不上创造不凡的业绩
了。其次是团队协作理念。“人才
的团队理念”就是要注重团队的
培养，团结带领手下一班人、一群
人，并且要欣赏他们、指导他们、
鞭策他们，而不要埋怨他们、干预
他们，这样团队和谐了、人才激活
了、工作顺利了、事业进步了。

侯建光强调，要克服两大误
区。一个是片面的业绩观，一个
是畸形的全面人才观。克服片面
业绩观就是要不做急躁活、不做
面子活，谋事要大、做事要实，要
树立仰韶百年老店意识、树立仰
韶百年品牌意识。要克服畸形的
全面人才观，就是对人才不能苛
求太全面，不管是企业后勤行政
管理人才，还是专业技术人才，不
能求全责备，不能要求他们面面
俱到，成为所谓的“全才”。这是
不客观的，也是不成熟的表现。

侯建光强调，人才战略要
把好“五个关键”。一是要发
现人才。发现人才要用好两
个筛子或者叫两个滤网，一个
是考察品德，一个是考察智
力。二要培养人才，及时为他
们充电，不断鼓励或者进行批
评教育。三要用好人才。人
才是用出来的，要敢于压担
子，越用越有才。四是要引进
人才。引进人才的核心其实
是如何留住人才。要综合施
策，让外来人才觉得职业生涯
很有前途、人生价值得到体
现、收入待遇比较丰厚、情感
需求得到尊重，这样很大程度
上就能留住人才，就能发挥他
们的作用。五要加强合作。
近年来，仰韶酒业先后与江南
大学生物工程研究院、中国食
品发酵研究院、上海工程技术
设计院、北京和上海全国顶级
白酒营销咨询机构合作，都取
得了较好的成绩，促进了企业
良性发展。

未来企业发展靠人才

侯建光表示，仰韶酒业近
年来取得的一切成绩都与长
期的人才发展战略密不可分
的，经过多年的努力，仰韶酒
业已经建成了河南首家“白酒
博士后研发基地”和“兼香型
白酒研究所”，先后吸引5名博
士到基地开展白酒研发工作。

侯建光强调，正是这些人
才的作用，才使仰韶酒业得到
了快速发展，先后荣获了一大
批优秀科研成果，其中，获国
家工艺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
型专利4项、外观专利85项，
陶融型酿造工艺被中国轻工
联合总会认定“总体技术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

未来，仰韶酒业的发展离
不开人才，更离不开高素质的
人才，只有用人才这个支点，才
能撬起仰韶酒业的美好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