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中国第一家白酒工程研究院——
中国杜康工程研究院落户杜康生产基地
之后，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司如今又在

“品质杜康”方面，取得国内白酒行业瞩目
的发展成就。

6月4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发布公告：经过审核评定，批准酒祖杜
康等13项产品为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准
予其使用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标志，自即
日起实施保护。

据了解，生态原产地产品是绿色、健
康、环保的最有力证明，此次河南仅有2项
产品获此殊荣，而作为豫酒骨干企业——
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司战略核心产品的
酒祖杜康，则是河南酒业、中国酒业第一
项，也是目前唯一一项荣膺“生态原产地
保护产品”的酒类产品。

“生态原产地产品，是指在形成过程
中符合绿色环保、低碳节能、资源节约要
求，同时具有原产地特征和特性的良好生
态型产品。”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如果被认定为生态原
产地产品，不仅利于更好地开拓国际市
场，而且政府也将在科技资金支持、列入
优先采购清单、开辟海关绿色通道、减免
所得税等方面大力扶持。”

至于为什么在河南数百项白酒产品
中，唯独酒祖杜康率先荣膺生态原产地保
护产品？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书青说，这是因为酒祖杜康的酿酒基地
位于洛阳市汝阳县杜康村，那里是酒祖杜
康始创秫酒之地，也是中华美酒及酒文化
的起源之地，历史人文底蕴厚重，那里远
离城市喧嚣，远离工业污染，依山傍水、一
里百泉、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是最佳的白
酒酿造之地，那里坐拥中国独有的酒文化

胜地——杜康造酒遗址公园，2800多年树
龄的古树、世间独有的五彩鸳鸯虾等神奇
景象，使得酒祖杜康具有无可比拟的综合
优势。

按照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司的规划，
未来将继续坚守品质杜康、生态杜康的发
展方向，在杜康村周边几十平方公里范围
内，建造规模庞大的红高粱和小麦种植基
地，为酿造杜康酒持续而稳定地提供优
质原粮。 （马俊曹）

荣膺中国酒业唯一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

图说经典图说经典
酒祖杜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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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的色、香、味、格决定酒的风味。
观其色，闻其香，品其味，定其格。
色:我国白酒一般无色透明或微黄都属于白酒的正

色。酒一般在正常光线下观察带有光亮,称为有光泽。
好的酒液像水晶一样高度透明,清亮看不出纤细的微粒。

水以最明亮最透彻的方式，与精选的九粮交流，经过
微生物的发酵，酿成微黄色，清亮透明的中华陶香的典范
之作——仰韶彩陶坊酒。然而不同年份的酒也会呈现不
同的颜色，就如彩陶坊系列中人和酒即呈无色透明；地利
酒、天时酒则呈微黄透明，酿造、窖藏向我们展示了微生
物群不同的生命色彩。

香:白酒的香型形成十分复杂,主要由于酿酒原料、生
产工艺、发酵环境、窑存等方面影响。酒香代表了酒的个
性特质，中华陶香的典范之作——仰韶彩陶坊酒以典雅
醇厚为特色，柔绵细腻、回味悠长，空杯留香持久。

白酒，无疑是最真实的精神符号，唇齿与感受的默契
配合，让这股醇香沁入心脾瞬间粉碎了生活的压抑，这醇
香带您体验心灵上的释放。闭上眼睛，让这香气带您一
起感受舌尖上的美妙。

味:酒的味感是关系酒品优劣的最重要的品评标准,
好的酒以它的味正、色纯而令饮者赞叹不已。轻酌一口
彩陶坊酒，细细品来，一股带着幽雅馥郁香味的液体流
过你的舌尖，侵入你的口腔，让这圆润丰满的酒体和酒
香充满整个口腔,然后慢慢咽下。滑过你的喉咙，温暖
胃部时，您能感受口舌生香的美妙体验，能够点燃所有
人身心的愉悦与感动。端起酒杯，将心事一点点融入到
酒中，许多关于爱与恨、生活压力等的片段穿越时光隧
道，浮现……余味悠长，思绪不断，让人流连忘返。

格：格是指酒的“格调”,代表各种酒的不同风格,往往
也代表一些白酒的独特工艺。酒以色、香、味,溶在水和
酒精中,并和挥发物质、固态物质混合构成酒的整体。

来一杯仰韶彩陶坊酒，品味舌尖上的中国酒，感悟酒
杯里的华夏情！ (王军学）

为进一步提高管理者的
综合素质，提升团队凝聚力和
执行力，日前，河南赊店老酒
股份有限公司对中层管理人
员集中开展拓展训练活动。

这次拓展训练活动特邀
具有资深教练资源的郑州清
大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为
执行机构，并选择了位于河南
舞钢自然环境适宜的二郎山
为拓展基地。在为期两天一
夜的拓展训练过程中，郑州清

大资深教练团共安排了高空
断桥、七巧板、管理金字塔、真
人 CS 丛林战、逃生墙等经典
训练项目，使所有参与者在心
态调整、心智磨练、潜能突破、
思维创新等方面受益匪浅。
参加训练的人员表示，通过拓
展训练，增强了企业管理团队
的合作意识和进取精神，在当
前行业背景下，对于同舟共
济、共克时艰，推进企业更快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朱琳)

赊店老酒：
拓展训练提升凝聚力

再再华夏酒文化论坛 期待 相逢
杜康、仪狄在中原大地酿制美酒

的佳话流传至今，7000年前的仰韶文
明里氤氲着美酒的醇香，“酒与华夏文
明的演变相随相伴”。地处中原，河南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有着浓郁的
酒文化氛围。“舌尖上的中国，酒杯里
的华夏”，中国酒文化在每一位爱酒人
士的口手之间代代传承，从未间断。
弘扬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理念，在文化
的引领下，豫酒企业得以茁壮成长。

品味“酒杯里的华夏”
2012年6月26日，由河南日报联

合省工信厅共同主办的首届华夏酒
文化论坛在郑州召开。著名文化学

者、行业主管单位负责人、行业协会
负责人、河南主流白酒企业掌门人组
成的强大阵容，开坛论道，掀起了一
场“头脑风暴”。

论坛邀请了北京大学文化研究
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化学
者张颐武作专业解读，并表达对豫酒
文化和品牌如何传承创新的感悟和
体会。他认为，中国对酒文化的发展
其实有一整套文化支撑，这里面既包
括酿酒技术，也有酒的礼仪、酒的生
命感受等，中国人对酒有无穷的传
说、故事，不管怎么说中原文化是中
国酒文化的核心。

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则表示，
河南是不缺文化的，尤其不缺酒文化，
但是要把河南深厚的酒文化积淀转化
为产品优势，给消费者表达出我们的
酒到底有什么特点，在产品或者包装
上、品质风格上给消费者更多认同。

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宋河酒业，
一直是河南白酒业的领军者。公司董
事长朱文臣不仅对宋河的文化非常自
豪，同时对豫酒文化充满信心。“豫酒
企业要立足于本土，充分挖掘企业的
酒文化，再通过文化传承对接未来。”

豫酒勇担当 期待再相逢
市场瞬息万变。虽然今年白酒

市场遇冷，但热点依然不断，这其中
不乏通过文化创新取得佳绩的品
牌。比如通过对年轻群体的独特理
解，创新性地诠释新时代群体的独特
诉求，一些产品或品牌成为行业创新
的榜样。文化在传承的同时，也需要
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酒 杯 里 的 华 夏 ，舌 尖 上 的 豫
酒。新形势下河南白酒企业顺势而
为，及时调整，围绕企业各自的文化
特点，巩固核心产品，推出适应市场
的新产品。

“首届华夏酒文化论坛树起了一
面旗帜，提升了中原酒文化的理论基

础，提出了新的发展思路。”河南酒类
营销策划专家李策说，“这两年豫酒
企业提高了对酒文化的关注度，并在
文化产品、文化理念方面有所实践，
中原酒文化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首届华夏酒文化论坛，“品味”出
了文化独特的魅力。一个个精彩观
点的分享，回味起来，依然让人动
心。言犹在耳，但市场却不得不面对
新形势。在当前形势下，人们更迫切
地需要一场关于酒文化的全新解读，
点亮一盏灯，指引白酒发展方向。品
味“酒杯里的华夏”，期待华夏酒文化
论坛再次开启。

本报记者 辛莉

“六月天香琼蕊秀，群英聚会紫蓬湾”。6月 7日，“口子
窖”杯安徽省业余高尔夫球锦标赛精彩开杆，100多位球友逐
鹿合肥紫蓬湾国际高尔夫俱乐部，争夺各奖项。

据大赛组委会介绍，本次赛事的主题是“真藏口子窖，诚
信高尔夫”。口子窖是中国白酒业的优秀品牌、安徽省的一张
名片，中国兼香型白酒的领袖品牌。诚信自律，真材实料，是
口子窖和安徽高尔夫人共同的追求和价值观。组委会希冀能
够以制造工业产品的精神认真组织赛事，以真实的成绩、自信
自律的精神充分展示安徽高尔夫人的骄人形象。

据悉，本年度锦标赛分为三站赛事，除每站设立个人奖项
外，还根据个人三站六场比赛总成绩排名，前六名球员被授予

“2014安徽TOP6”称号。
“口子窖”杯安徽省业余高尔夫球锦标赛由中国白酒兼香

领袖口子窖独家冠名，口子窖以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卓越的口
感品质、良好的企业形象，受到诸位嘉宾的高度赞誉。大赛组
委会感谢口子窖为本次活动提供赛事服务支持，称赞口子窖
大力支持安徽体育事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心。 （吴晓文）

“口子窖”杯安徽业余高尔夫球锦标赛合肥开杆

日前，由河南省百泉春酒业有限公司倾力打造的太
行酒城盛装迎宾，来自全国的知名书法家、全国SOD产
业联盟及全省各地的经销商近千人共同见证了这一时
刻。庆典仪式上，全国 SOD产业联盟理事长袁勤生向
河南省百泉春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明新颁发了SOD
健康产业突出贡献人物匾牌。

据悉，太行酒城是由河南省百泉春酒业有限公司打
造的集酒储藏、体验、书法、绘画、体育、旅游、餐饮、特产
等于一体的综合性酒文化传播体验中心，它西邻白陉古
道，东接百泉景区，整体仿长城模式建筑，城墙东西 271
米，南北 302米，窖藏着 999个江西宜兴贮酒陶坛，气势
磅礴。

据河南省百泉春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明新介绍，
在酒类市场深度调整的关键时期，百泉春酒业做好健
康、特色两篇文章，以市场、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牵手体
育、书画，让百泉春酒进一步走进千家万户。（赵素琴）

“杜康杯”全国快乐家庭羽毛球赛成功举行

5月31日—6月1日，由郑州市体育局、郑州市羽毛
球协会联合主办，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司独家冠名赞助
的“杜康杯”2014全国快乐家庭羽毛球公益公开赛，在郑
州举行。

经过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最终来自焦作的郭巍、
刘毅夫妻荣膺夫妻A组冠军，来自深圳的廖祥辉、胡丛
笑夫妻荣膺夫妻B组冠军，而首次设立的亲子组冠军则
由来自石家庄的父子王福成、王鹏荣膺，他们均赢得了
万元奖金以及酒祖杜康封坛美酒。

“羽毛球是绿色健康、老少咸宜的平民运动，利于
家庭亲情关系的交流与融合，这与酒祖杜康所倡导的
绿色生活方式，以及和睦、和谐的人情关系不谋而合。”
洛阳杜康控股董事局主席周涛表示，未来杜康还将赞
助高尔夫等更多赛事，倡导人们享受绿色、健康的运动
生活方式。 （张领军）

“元青花”2014河南男篮篮球宝贝选拔赛启动

日前，河南赊店老酒股份公司联合赊店河南男篮俱
乐部、河南广播电台、新浪河南等媒体举办“飞扬青春，
舞动梦想”2014河南男篮篮球宝贝选拔赛，正式面向全
国公开选拔篮球宝贝。

据悉，成功报名的选手将收到赛事组委会统一的海
选参赛通知邮件。赛事海选在郑州市区举办，将有 36
名优秀选手进入复赛，争夺本次“飞扬青春，舞动梦想”
河南男篮篮球宝贝的十强名额，并通过最终的巅峰对
决，角逐出本次赛事的冠亚季军。本次选拔大赛的十强
选手，将直接获得赊店篮球俱乐部篮球宝贝的签约资
格。同时，赊店篮球俱乐部还将从其余入围选手中择优
录取部分选手进入篮球宝贝队伍当中。 （张唯一）

百泉春太行酒城开业

共祝河南日报创刊65周年

6月 1日，河南日报迎来她的第 65个生日。为
喜迎河南日报 65 年华诞，一场主题为“金花璀璨
鼎力中原‘豫酒六朵金花’共祝河南日报创刊65周
年”的产品展在河南日报报业大厦一楼展厅展开。
豫酒“六朵金花”(宋河、杜康、赊店、仰韶、宝丰、张
弓)携企业核心产品悉数亮相，开始为期两周的展
示。5月26日展示首日，便吸引了众多人员前来参
观、拍照。

2010年 7月 12日，在河南日报主办的“2010豫
酒‘品牌与消费’专题研讨会”上，宋河、宝丰、杜康、
赊店、仰韶、张弓被誉为豫酒“六朵金花”。四年来，
河南日报为豫酒“六朵金花”进行持续宣传和精心
打造，社会反响强烈，不仅获得政府部门高度认同，
而且还受到主流经销商、行业协会和消费者的普遍
认可。目前豫酒“六朵金花”品牌力彰显，迅速叫响
全国，带动了河南白酒产业焕发出无限激情与活
力，为豫酒振兴进程增添浓重的一笔。

此次产品展采用统一形象、集中展示的形式，
每家企业展示两款产品。此次展示的高端产品：鉴
赏级宋河粮液、甲午年酒祖杜康限量珍藏酒、仰韶
国陶天地人和、元青花 5L装、宝丰国色清香 1979；
核心产品：国字6号、酒祖杜康12区、赊店元青花10
年、仰韶的彩陶坊天时、宝丰陈坛年份25年及张弓
的度之度。

为期两周的展示，精美的产品和高档、大气的
展柜极大地吸引了大厦内办公人员及社会人士的
广泛关注，纷纷驻足拍照，发微博、发微信，正如一
位豫酒资深粉丝所言：“‘六朵金花’是河南白酒的
形象，河南酒从包装到酒质都很不错，值得分
享。” （申明贵）

2014年夏天，因为世界杯，注定将是
个不平凡的夏天。一直以“年轻、个性、
创新”为标签的宋河股份，更是抛出万元
大奖，当仁不让地与世界杯激情碰撞，积
极与全国球迷分享无法阻挡的激情与快
乐，一起“燃烧”。

据了解，为更大程度地增加球迷的
热情和参与的趣味性，针对每一场比赛，
宋河都设置了丰富多彩的竞猜活动，除
此之外，还针对赛段的不同，推出了场场
幸运奖、阶段荣耀奖和终极英雄奖等多
彩竞猜，共有将近600个奖项等待粉丝摘
取，终极英雄奖奖金更是高达1万元！为
满足广大消费者对不同产品的消费需

求，宋河并没有在奖励中设置企业做活动
常用的实物商品奖励，而是以宋河京东旗
舰店和天猫旗舰店的现金券来代替，在网
店中消费者可以根据现金券的大小自由
选取需要的商品，而现金券也是零门槛使
用的。具体参与规则宋河股份会在其官
方微信“宋河股份”上公布。消费者可直
接搜索公众号“宋河股份”参加活动。

一直以来，宋河都以“承载巍巍华夏
千百年来的磅礴大气，浓缩古老国度充
满智慧的胜利哲学，延续泱泱中华舍我
其谁的王者之风，书写又一段煮酒论英
雄的绚丽诗篇”为发展宗旨，其中的“磅
礴大气、胜利哲学、王者之风”都与世界

杯的“纵情、激情、狂欢”有着共通之处，
同时，“全民竞猜世界杯”的活动热潮与
世界杯的激情狂欢也可有机融合，构成
独一无二的“王者风范 宋河英雄”的胜
者文化。

这一切也正是践行宋河股份总裁王
祎杨的话：从未来发展看，宋河一直在做
的就是创新，每做一件事情，每做一个活
动，我们都把它作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
次。因为在互联网上，想复制很多东西
很难，只有不停地去创新。而在这个夏
天，宋河也必借势世界杯，带领广大消费
者酿酒一坛激情的美酒。

（高丽艳）

全民竞猜世界杯

宋河万元大奖“砸”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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