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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商丘两场中秋联谊会，拉开仰韶酒业中秋系列活动序幕

迎中秋佳节 醉陶香美酒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霍坤峰 文图

又到金秋送爽，又逢花好月圆。在中秋佳节来临之
际，为了更好贯彻落实《河南省酒业转型发展行动计划》，
助推豫酒振兴，9 月 3 日和 9 日，仰韶彩陶坊先后在南阳
和商丘两个省辖市举办“中秋月·醉陶香——仰韶彩陶坊
中秋联谊会”，拉开仰韶酒业中秋系列活动序幕。

庆教师节

省副食携茅台
25万设立爱心助学基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霍坤峰 文图

仰韶酒业党委书记、
董事长侯建光

南阳：
引领陶香酒新风尚
守好豫西南市场大门
9 月 3 日，中秋月·醉陶香
——仰韶彩陶坊南阳中秋联
谊会在南阳市会议中心举行，
仰韶彩陶坊携南阳地区 1500
多名核心客户共聚一堂。
“2019 年是河南白酒产业
转型发展的关键一年，也是仰
韶酒业产品升级、营销快速发
展的一年。”仰韶酒业党委书
记、董事长侯建光介绍，南阳
市场作为仰韶酒业重点关注
与培育的根据地市场、战略市
场，公司将继续“坚持品质营
销”
“ 坚持彩陶坊在企业的战
略地位不动摇”
“ 坚持以消费
者为导向”
“ 以渠道经营者为
核心”四项原则，进行科学筹
划、重点运作，为豫酒振兴守
护好豫酒西南大门。
仰韶营销公司总经理助
理、西南销售中心总监高红涛
介绍，今年是南阳市场升级为
公司战略市场的第二年，公司
将继续从多个方面对南阳市
场给予强大的支持，并且将根
据 市 场 的 发 展 ，加 大 支 持 力
度，厂商一家，精诚合作，团结
一心，并肩战斗，为仰韶彩陶
坊在南阳的崛起共同努力。

商丘：
古文明相互碰撞
打造豫东陶香酒市场
9 月 9 日，中秋月·醉陶香
——仰韶彩陶坊商丘中秋联
谊 会 随 之 盛 大 启 幕 ，现 场 有
1000 多名客商参会。
侯建光表示，商丘是“三

爱心助学基金签约仪式现场
活动现场

商之源”，在豫酒振兴战略中，
仰韶彩陶坊利用商丘自身优
势，将商丘作为彩陶坊的核心
市场、战略市场来打造。在商
丘精耕细作中，稳中求进、加
速发展，打造陶香豫东大门。
同时，公司进一步强化对商丘
市场的支持力度，扶持一大批
经销商共同发展。
会上，仰韶营销有限公司
总经理郝惠锋发布营销动员
令。他说，在公司提升商丘地
区为战略核心市场后，彩陶坊
在商丘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公司将重点从全面覆盖
市场、宴会用酒支持、大型旅
游福利、两场千商大会、红包
厚礼回馈、你喝酒我代驾、百
万鉴赏活动七个方面对商丘
市场给予强大的支持。

行业大咖点赞
期待仰韶酒业再创新辉煌
仰韶酒业能在河南酒业
界异军突起，成为豫酒振兴的

排头兵，是因为仰韶酒业有一
个 好 的 带 头 人 ，好 的 发 展 思
路，好团队，好产品，好模式，
好的企业文化。这是河南省
酒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蒋
辉的观点。
蒋辉说，在省委省政府支
持下，豫酒转型发展工作取得
阶段性进展，收到了良好的效
果。仰韶酒业重磅推出的河南
高端白酒扛鼎之作——彩陶坊
天时日月星，
叫响了豫酒品牌，
期待仰韶酒业再创新辉煌。
在谈到陶香美酒为何能
香醉中原时，河南省酒业协会
专家委员会主任刘建利表示，
彩陶坊的创新来源于生产发
源地，来源于陶的文化，陶香
作为原生态工艺兼香，有别于
物理兼香，所以陶香更具有地
域特色、更具有历史文化的传
承和陶工艺的传承。
郝惠锋表示，随着一场场
中秋答谢会的陆续展开，彩陶
坊必将风雨无阻、勇往直前，
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助力河南出彩 我为豫酒代言”

向出彩河南人致敬 和仰韶一起上地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宁甜
自 6 月份启动以来，由大
河报与河南仰韶营销有限公
司联合举办的“我要上地铁”
系列活动，在广大读者中引起
了关注，参与人数众多。
在父亲节和七夕节期间，
我们发起的“和父亲一起上地
铁”和“和爱人一起上地铁”活
动，吸引了很多人参与。
即日起，
“ 向出彩河南人

致敬 和仰韶一起上地铁”活
动即将启动，将你心目中的出
彩河南人（可以是亲人、朋友、
名人等）的照片、姓名、职业上
传至指定渠道即可参与！
我们将从中选出得票数
最高的五位出彩人，以地铁海
报的形式登上郑州地铁 1、2、5
号线的仰韶彩陶坊专列。
参与方式：扫描右侧二维

码，
按照提示即可参与。
活动时间：9 月 11 日~9 月
26 日。
咨询电话：
18638929675

9 月 10 日下午，为庆祝
第 35 个教师节，由河南省
副食品有限公司与贵州茅
台酒销售有限公司河南省
区联合开展的“豫见茅台，
畅享未来”公益活动再次走
进郑州市盲聋哑学校看望
慰问教师们，送上鲜花，并
进行爱心助学捐赠仪式，成
立专项助学公益基金。
河南省副食品有限公
司董事长、
总经理王庆云（图
右），
河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副主任王雷（图中），郑州
市盲聋哑学校校长孙建国现

场举行了
“豫见茅台，
畅享未
来”
爱心助学基金签约仪式。
据悉，
“豫见茅台，畅享
未来”爱心助学基金是由河
南省副食品有限公司与贵
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河
南省区联合在河南省青基
会下定向设立，5 年间将向
郑州市盲聋哑学校捐赠不少
于 25 万元，
主要用于资助贫
困家庭学子、优秀学子的奖
学金、优秀学生参加比赛的
费用等，
让爱心汇聚成暖流，
用实际行动点燃少年的梦
想，
助他们走好人生路。

赊店元青花8上市发布会
郑州举行
□白洁
9 月 9 日，
“ 再启征程，
财富共赢——元青花·洞藏
年份中秋答谢会暨赊店元
青花 8 上市发布会”在郑州
希尔顿酒店举行。
会上，赊店老酒正式推
出新品——赊店元青花 8，
该产品是赊店老酒产品线
上的重要产品，战略意义举
足轻重。
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
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工
程师姚延岭，对赊店老酒自
白酒业转型发展以来取得
的一系列成绩表示肯定，从
上市工作的稳步推进，到元
青花·洞藏年份酒取得的傲
人成绩，再到今天赊店元青
花 8 战略产品的上市，赊店
老酒为豫酒的转型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
姚延岭在会上强调，在
继续保持产品品质稳步提
升的同时，赊店老酒要准确
把握消费升级趋势，加大营
销力度，在豫商卖豫酒的号
召下，进一步加强与经销商
的合作深度。
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刚在讲话中提
到，赊店老酒在企业改制以
来特别是全省白酒业转型
发展工作开展以来，企业上
市培育有效有序、大单品打
造初见成效、核心市场扎实
稳固。赊店老酒将继续致
力于消费者培育，与经销商
及终端构建命运共同体，在
市场经营方面要先求做好、
再求做大，一步一个脚印地
扛着豫酒振兴的大旗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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