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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主题：酒文化的价值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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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4年 8月 26日下午（14：30—18：00）
地点：大河锦江饭店四楼嵩岳厅
主办单位：河南日报社 特别支持：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协办单位：河南省食品工业协会、河南省酒业协会、河南省糖酒食品流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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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第二届华夏酒文化论坛”之四

8 月 12 日，河南仰韶酒业在
郑州与经销商朋友汇聚一堂，

“仰韶彩陶坊，财富新起航”系列
（郑州站）之 2014 中秋厂商联谊
会正式拉开序幕。

联谊会上，为积极倡导河南
人喝豫酒，河南人游河南，河南
仰韶酒业与惠玩旅游公司在现
场进行了签约，共同弘扬中原文
化。

与此同时，为继续将以“和
谐河南，平安郑州”为主题的公
益活动进行到底，第三季“您喝
酒，我代驾”大型公益活动也正

式开启。据悉，第三季活动将持
续到今年年底。

多年来，仰韶酒业始终本着
诚信服务、回报社会的理念，投
入大量资金，广泛参与社会公益
事业。河南省酒业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蒋辉高度评价：“仰韶
酒业启动这样的活动，不仅仅是
为喝酒的人提供免费的代驾服
务，更重要的是能够唤起更多司
机的警醒和自律，增强拒绝酒驾
的自发性和主动性，营造一种平
安 、和 谐 、文 明 驾 驶 的 社 会 氛
围。” （王小静）

为发挥河南酒文化不可复制
的优势，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河
南日报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在郑州
成功召开了“酒杯里的华夏”——
首届华夏酒文化论坛，对中原酒文
化进行了深入发掘，对如何突出河
南酒文化优势，形成核心竞争力进
行了研讨，昔时智慧撞击的火花依
然闪亮，但“与时俱进”的酒类行业
同时还面临着新的问题，需要酒业
人孜孜不倦地探索、实践，于是众
人期盼的第二届华夏酒文化论坛
即将走来。

助推行业发展 展现品牌
的力量

2010 年 7 月 15 日，在由河南日
报社主办，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河南省商务厅相关领导及豫酒
六大核心企业负责人、白酒营销界
精英等共同参加的“2010 豫酒品牌
与消费专题研讨会”上，宋河、杜
康、仰韶、宝丰、赊店、张弓这六家

企业被形象地喻为豫酒“六朵金
花”。

2010 年 11 月 24 日，由河南日
报社主办的第二届（2010）河南市
场名酒品牌“金象奖”颁奖典礼在
郑州举行，豫酒“六朵金花”被正式
授牌。

豫酒“六朵金花”花开河南，社
会反响强烈，不仅消费者认可，而
且还受到政府、经销商和行业协会
的认可。2011 年 1 月 13 日，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在郑州召开 2011 年振
兴豫酒“六朵金花”名优产品发布
会，“六朵金花”首次得到官方正式
认可。

为了让豫酒“六朵金花”叫响中
原，实现突破，2011 年 9 月 28 日，一
份《豫酒产业发展亟待突破》的调查
报告在河南日报内参上刊发。文章
提出，以“中国白酒发详地”的旗帜
恢复豫酒应有的历史地位，同时以
此打造又一张中原文化名片，发挥
中原酒行业的优势，整合资源，传播

河南酒文化，提升文化效应，以文化
的力量助推河南酒业再次腾飞。于
是一场针对确立中原白酒文化地位
和探寻中原白酒发展引擎为出发点
的酒文化高峰论坛——华夏酒文化
论坛破茧而出。

舌尖上的豫酒，酒杯里的
华夏

2012 年 6 月 26 日，首届华夏酒
文化论坛召开。首届华夏酒文化
论坛邀请了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
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
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与省工信
厅、省酒业协会及河南骨干白酒企
业掌门人一起品味“酒杯里的华
夏”，探讨如何更好传承华夏酒文
化，真正实现“在传承中创新，在创
新中传承”，进一步实现打造出“具
有中原风貌、中国特色、时代特征
和国际影响力的豫酒品牌”。

首届华夏酒文化论坛的成功
举办，在业内掀起了一股酒文化研

究的热潮。为进一步扩大中原酒
文化的影响力，引导豫酒企业正确
看待历史和丰富的酒文化，重新认
识品牌及文化，充分挖掘酒文化价
值，第二届华夏酒文化论坛即将在
众人瞩目中启幕。

第二届华夏酒文化论坛由河
南日报社主办，省工信厅特别支
持 ，将 于 8 月 26 日 在 郑 州 举 行 。
论坛将邀请省内主流酒类企业掌
门人与业内专家、行业负责人就

“酒文化的价值与现实意义”展开
讨论。

中原白酒作为华夏酒文化的
传承创新产品，近年来成长起来一
批如国字宋河、酒祖杜康、仰韶彩
陶坊、赊店元青花、国色清香宝丰
酒、张弓度之度、皇沟御酒、民权河
南红等为代表的集厚重历史与品
牌文化于一体的产品，但如何把文
化转化成消费力，从而助推企业发
展，还是当下值得研讨的话题。本
次论坛设置了三个分论题：产品文

化与文化产品，文化名片与文化产
业，文化豫酒与文化品牌。

与以往邀请文化学者作主题
演讲的形式不同，本次论坛邀请了
实战派专家特劳特（中国）战略定
位咨询公司高级分析师侯德夫，他
深研定位理论十年，著有《重新认
识定位》、《超越科特勒—定位论与
中国营销新方向》，服务的客户有
加多宝、好想你、全聚德、眉州东坡
酒楼、方太、梦天木门、九龙斋等。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论坛主
题是企业亟须解决的问题，邀请
专家也是“务实派”，非常接地气，
受 邀 嘉 宾 更 是 翘 首 期 盼 论 坛 召
开，希望通过对话与讨论，研讨出
豫 酒 如 何 在 产 品 上 体 现 文 化 优
势，做好酒文化与消费的对接与
落地，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从而
促进企业发展。为此，本届论坛
还将评定一批“华夏酒文化传承
创新经典产品”。

（本报记者）

品味华夏文明 见证品牌力量
——第二届华夏酒文化论坛即将开幕

8 月 8 日，美丽的宛城酒香浓浓，河南赊店老酒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全国核心经销商大会在这里
举办。千名经销商欢聚一堂，畅叙合作友情，共谋
双赢大计。

在酒香四溢琳琅满目的展览大厅，古朴、典雅、
大气的新款“赊店名荘”吸人眼球，象征着吉祥、喜
庆的大、小红坛备受推崇，新推出的贡酒、特贡、绵
柔四星（五星）和新版小赊店等新“民酒”产品引起
经销商格外关注。从展出的产品看，适应大众消费
的民酒占主导地位，说明企业今后发力、主攻的重
点将继续放在民间市场上。

据了解，参加大会的经销商，既有与赊店老酒
长期合作，规模越做越大的老伙伴，又有去年以来
在赊店老酒品牌影响下陆续加盟的新朋友。这次
会议之前，他们受公司邀请，分期分批到赊店老酒
进行了实地参观考察，看到了赊店老酒全程手工操
作的工艺，气势恢宏的生态酿造工业园区和严格规
范的质量管理制度，增强了合作双赢的信心。

据介绍，赊店老酒公司改制 5 年来，成效显著，
亮点纷呈：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已初步完
善，科学规范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已经建立；销售
收入连年以 30%的速度递增，增幅在全省白酒行业
居首位；质量管理不断加强，产品优质品率达 50%
以上；品牌建设成效显著，赊店老酒继荣获南阳市
首届市长质量奖、河南名优产品金奖、豫酒“六朵金
花”、河南最具市场竞争力品牌，赊店图识被国家工
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在今年白酒行业
低速销售普遍滑坡情况下，赊店老酒销售收入上半
年同比增长 26%。目前，赊店老酒公司已进入良性
持续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业内专家对赊店老酒跻身
全国名酒行列充满期待和厚望。

河南赊店老酒公司董事长单森林告诉记者，相
信和依靠经销商，支持经销商做大做强是赊店老酒
有效应对白酒行业危机和挑战的关键。在今后的
合作中，要进一步打造好合作平台，围绕建成河南
首家生态酿造白酒企业，加快生态酿造园区和生态
农业园区建设，增强品牌核心竞争力和经销商合作
的信心。要进一步创造条件，搞好服务，加大扶持，
指导帮助经销商建团队、建制度、建渠道，让更多的
经销商发大财，成大老板。

会议期间，还开展了“赊店名荘”封坛预售、业
务洽谈、合同签订、订货抽奖等活动。

饮食，饮食，饮离不开食，
食也离不开饮。因此，无论是
政商务应酬，还是亲友聚餐，
只有点好了菜，才可能把酒喝
好。
最佳下酒菜之：青椒炒猪肝

由于酒精要在肝脏中分
解，在分解代谢过程中需要多
种维生素共同参与。而猪肝、
鸭肝等动物肝脏中维生素 A
的含量较高，同时，还含有维
生素 B2 和多种微量元素，可以
加速酒精的分解，让人不容易
醉。
最佳下酒菜之：糖醋类菜肴

糖对肝脏及血液循环有
一定的保护作用，因此做下酒
菜时，最好有一两款甜味菜。

最佳下酒菜之：香菇油菜
酒精有利尿作用，大量饮

酒与频繁排尿可出现钾、钠、镁
等无机盐的丢失，而表现酸中
毒、酒精中毒等症状。若能吃
些凉拌海带、香菇油菜、拔丝香
蕉等，既可稳定水、电解质和酸
碱平衡，又可防止酒精中毒。
最佳下酒菜之：蒜蓉蒸扇贝

贝类营养均衡，在饮酒后
和宿醉时使用，解酒功能十分
突出。而且，由于含有均衡的
必需氨基酸，不会对肝脏造成
负担，能够促使肝脏恢复功能。

最佳下酒菜之：咖喱菜肴
咖喱类菜肴中都含有姜

黄，可增进食欲。姜黄中含有
姜黄色素，它具有解毒、促进
胆汁分泌的作用，咖喱类的菜
肴如咖喱鸡、咖喱牛肉等，对
于因酒精造成的肝脏损伤非
常有效。 （江燕）

深化合作 再创新高

——赊店老酒全国核心经销商大会召开

本报记者 申明贵

8 月 8 日，由中央戏剧学院教授
陈刚执导，徐帆、陈建斌主演，孙红
雷、郭涛、佟丽娅等十多位华语明星
参演的家庭生活喜剧《洋妞到我家》
上映，中国速冻行业知名品牌思念和
豫酒“六朵金花”品牌杜康多次抢眼
出镜，成为今年河南本土品牌电影营
销的最大亮点。

与许多品牌生硬植入电影不同
的是，杜康和思念均巧妙地和电影
故事融为一体：在欢迎洋妞入住家

庭的晚宴上，陈建斌、徐帆饰演的夫
妻，特地让洋妞吃中国传统的饺子
和喝中国的白酒，饺子就酒，越喝越
有，思念和酒祖杜康自然融入其中；
在中西方合作推广传统京剧文化的
庆功宴上，陈建斌饰演的文化局处
长特地让老外喝点白酒，尝尝我们
的中国酒，还夸赞说有劲，酒祖杜康
再次自然地助兴晚宴。

“《洋妞到我家》聚焦城市家庭的
子女教育，主旋律就是吸收西方优秀

文化，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与酒祖杜
康的目标消费群体以及文化杜康的战
略定位不谋而合。”洛阳杜康控股销售
公司总经理苗国军说，在电影中结合
品牌定位做营销，尤其是与故事融为
一体，能够有效地提升品牌曝光度和
美誉度，杜康此前曾经投资拍摄多部
微电影，但却是近几年首次植入大电
影营销，未来将有选择地进行更多类
似的尝试。

（马俊曹）

8 月 16日,河南省宋河老子国学教
育基金会“2014百万助学暨四年爱心之
路座谈会”在河南省总工会举行。

在捐助会上，202 名受资助的寒
门学子，领取到了助力他们圆梦大学
殿堂的助学金，他们激动的心情溢于
言表。捧在他们手里的不仅仅是 1 万
元助学金，更多的是社会给予他们的
爱心和温暖。慈善公益不仅可以改变
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而且还可将
爱心的正能量传递给社会！2011 年
受到该基金会资助的贫困大学生孙梦
涛的例子就是最好的明证：“传递爱，
让梦想飞”是宋河教育基金会百万助
学活动的口号，也是步入大学 3 年来
的孙梦涛始终坚持的信念。他在大学
里成立了一系列公益社团，共组织公
益慈善活动 100 余次，筹集善款和物
资近 40 万元，将爱心传递、反哺给社
会。他坦言希望若干年后，自己可以
毫无遗憾地说：“公益，我没有缺席。”
现就读于安阳工学院还有 1 年才毕业
的孙梦涛已在今年暑假被河南一家知

名企业聘为董事长助理兼团委书记，
开始了新的人生。

“看得见的财富只是一个短暂的
东西，你的文化知识，你通过艰苦的生
活对文化深层次的理解所塑造出的人
格，是一辈子所受益的。”辅仁药业集
团、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宋
河老子国学教育基金会监事长朱文
臣，通过助学活动聊到了“润物细无

声”的文化。他希望通过爱心之举，营
造一种文化氛围，用文化塑造人格，最
终走向爱和善良。

据悉，宋河教育基金会已走过 4
年历程，四年来矢志不渝坚持基金会
宗旨，坚持开展资助教育的“爱心马
拉松”，四年来共投入 4000 万元支教
助学，圆了近 1000 名寒门学子的大
学梦！ （一鸣）

四年4000万支教助学

宋河基金会倾情“爱心马拉松”

植入《洋妞到我家》

杜康试水“大”电影营销

喝酒易醉
吃青椒炒猪肝

8 月 16 日，中国第二届葡萄
酒盲品大赛郑州赛区的比赛在
美丽的纳帕美景庄园举办。3 人
一组，共 24 个小组、72 人经过两
个多小时轻松快乐的比赛，冠、
亚、季、殿军各归其主，其中冠、
亚军还将代表河南选手参加 9 月
份在上海举办的全国总决赛，赢
取 20万元国际旅游大奖。

中国第二届葡萄酒盲品大
赛郑州赛区的比赛由大河报和
百优源葡萄酒文化传播机构共
同举办，吸引了来自省外多位葡
萄酒专家的关注和积极参与。

陕西省葡萄酒商会专家委
员会主任鱼辉说，葡萄酒在北上

广等一线城市很畅销，没想到在
河南这个白酒大省也这么受欢
迎，参赛人数这么多让人很吃
惊。这次比赛的赛制设置很专
业，很公平，很合理，参赛选手也
很专业。

河南省酒业协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蒋辉在开场发言时也说
到，河南省是白酒大省，但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优雅而高
贵的葡萄酒与人们的生活也越
来越密切。通过葡萄酒盲品大
赛的举办，相信能吸引更多人认
识葡萄酒，了解葡萄酒，并且成
为葡萄酒的消费者、受益者。

（坤峰）

中国第二届葡萄酒盲品大赛郑州赛区比赛举办

日前，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举
办的中国白酒国家评委年会上，
宋河酒业公司研发的中端宋河
粮 液 系 列 酒“46° 秘 藏 五 号 ”和

“50°特制平和”两款产品，在众多
参评厂家中脱颖而出，一举摘得

“2014 年度中国白酒国家评委感
官质量奖”称号。

宋河酒产自中国传统的酿
酒名乡、老子故里鹿邑，早在上
世纪 80 年代末就因其品质出众
而荣获“中国名酒”称号。秘藏
系列、平和系列分别于 2010 年、
2008 年上市，作为宋河的腰部力

量，几年来一直深受广大消费者
的好评，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两款
产品具有窖香典雅细腻，入口绵
甜平和、余味爽净自然的特点，
这也迎合了现代消费群体追求

“舒适、平和、自然”的个性需求。
这次“46°秘藏 5 号”、“50°特

制平和”是继“46°共赢天下”荣获
2013 年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
评委感官质量奖之后再次折桂，
标志着宋河酒业生产的中端系
列酒已深受终端消费群体的认
可与好评，成为浓香型白酒品质
升级的标志性白酒。 (丽艳)

宋河两款产品喜获“国家评委感官质量奖”

“您喝酒，我代驾”大型公益活动第三季启动

近日，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白酒专业委员会国家级白酒评
委年会传来喜讯，古井贡酒新产
品 50度经典古井贡酒荣获“2014
年度全国白酒专家委员会特别
奖”。古井大师、国家白酒评委
查枢屏带队参加会议。

在评酒环节中，与会专家、国
家白酒评委对参评的 86 个国家

名优酒样进行感官质量品评和综
合评审，以暗评形式先后进行了
十八轮编号打分，评选出了“中国
白酒酒体设计奖”、“中国白酒感
官质量奖”、“专家评委会特别奖”
三大奖项。此次获奖既是古井贡
酒在技术创新上的又一次进步，
也是专家评委们对古井贡酒产品
质量的肯定与认可。 (黄杰)

金秋八月，桂花飘香。8月19日，
人民大会堂酒店宴会厅，座无虚席。
著名导演、韩国首尔文化大使、仰韶文
化大使陈凯歌，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
王延才，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
河南仰韶酒业董事长侯建光与酒仙网
董事长郝鸿峰等相关人士，以及全国
媒体朋友共同见证小陶上市。

活动当日，除了线上新品仰韶小

陶外，具有浓重仰韶
文化底蕴的仰韶彩陶
坊 酒 同 时 入 驻 酒 仙
网。这款彩陶坊酒分
三 支 单 品 ，天 脉 、地
脉、人脉。“仰韶彩陶
坊作为豫酒中高端白
酒的领导品牌，其线
上版上市，必将受到
消费者的欢迎。”酒仙
网董事长郝鸿峰在会
议上说，以互联网思
维对小陶未来给出预

测，“新品仰韶小陶酒，走文艺、高雅
路线，更大程度上满足了大众市场消
费需求，有望成为互联网上的爆款产
品。”

据悉，小陶是仰韶文化与现代生
活相融合的一款产品，它既有仰韶文
化特有的气息，又有年轻人特立独行
的个性。如今，世界越来越小，生活
越来越大，创意无极限，搞怪无厘头

已是年轻人（尤其是 80、90 后）典型
特征，也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态度。不
跟随大众，用自己的思想改变生活，
陶自在，乐生活，这便是小陶的设计
理念。

“如何通过创新，抓住年轻消费群
体的消费习惯，提升消费者的消费体
验，已经成为众多白酒企业研究的课
题。”仰韶酒业董事长侯建光针对时下
白酒行业进入“消费体验时代”进行深
思。他认为市场上不乏历史名酒，而
能将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气息结合的
白酒却并不多，如何将厚重的历史文
化融入年轻时尚的生活方式？“对于小
陶，我们融入了更多的时尚元素和情
感元素，其瓶型新颖，瓶子可进行涂
鸦、插花等多种体验。同时采用一盒
两瓶式包装，突出爱情、友情、生活、缘
分等人文特色，体现轻松、娱乐的特
点，力求为年轻消费者带来全方位的
个性化体验。”仰韶酒业董事长侯建光
给出了答案。 （本报记者 申明贵）

陶自在，乐生活

精品小酒仰韶小陶全国上市

古井贡酒喜获“2014年度全国白酒专家委员会特别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