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张海涛）9月 3日，记者从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悉，入夏以来肆
虐我省的旱魔已离去，全省Ⅲ级抗旱应急响
应2日起解除。

今年我省遭遇严重夏旱，自6月份以来
旱情不断蔓延，7 月下旬秋粮受旱面积已达
2300多万亩，部分城镇出现供水危机。根据

《河南省抗旱应急预案》的规定，已属于中度
干旱，7月 28日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宣布启动
Ⅲ级抗旱应急响应。

据统计，全省累计投入21.4亿元抗旱资
金，高峰时日最高出动劳力125万人，投入泵
站869处，出动抗旱设备93.5万台套，累计抗
旱灌溉 9206 万亩次，解决临时性饮水困难
138万人次，抗旱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8 月 29 日至 9 月 2 日，我省出现一次大
范围降水过程，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 49 毫
米，农业旱情已基本解除，除前期严重受旱
的个别地方外，全省山丘区群众临时饮水困
难也得到有效缓解。

根据《河南省抗旱应急预案》的规定，省
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从 9月 2日起解除Ⅲ级
抗旱应急响应，抗旱工作转入常态。

省防办表示，目前平顶山、许昌等少数
地方仍存在饮水困难，我省将继续做好送
水、临时打井工作，抗旱服务队也继续为群
众提供服务。

近期大范围降水使我省部分水库、河道
蓄水量有少量增加，但因为前期旱情严重，
土壤干燥，降雨难以形成地表径流，一些水
库仍非常“干渴”。

抗旱应急响应共分四级，Ⅰ级为级别最
高的应急响应，所应对的旱情最严重。③10

又讯（记者党文民）9月 3日，记者从省
气象局了解到，我省近期出现的大范围降雨
天气有效缓解了旱情，省气候中心于 2日解
除了气象干旱橙色预警信号。

今年 6月份以后，我省平均降水量较往
年同期大为减少，根据综合气象干旱指数监
测，截至 7 月 25 日，全省有 47%的县市气象
干旱达到重旱等级，有 17%的县市达到特旱
等级。省气象局在 7 月 26 日发布了干旱橙
色预警。③11

我省解除
Ⅲ级抗旱应急响应

今年 7 月，干旱让白龟山水库水位
大幅下降。⑤4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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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今年的旱情主要是气候原因引
起的，但也暴露出我省水利建设存在的一
些问题。”省水利厅厅长王小平说。

近年来我省水利投入不断增加，全力
推进工程建设，但由于长期以来的历史欠
账，和现实需求依然有较大差距。

据悉，为突破水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
我省将强化重点骨干工程建设，加快小浪底
南岸、北岸、西霞院、赵口二期四大引黄灌区
和出山店、前坪两大水库建设前期工作进
度。进一步充分发挥大中型水利工程的拦
蓄作用，做好洪水资源化利用。

“从长远看，我省还需努力建设南北
调配、东西互济、优势互补的中原水网，不
断提高全省水资源的保障能力。”王小平
说，将抓紧规划一批骨干水源工程、水系
连通工程、引黄调蓄工程，统一调度、科学
配置地表水、地下水、本地水和过境水。

目前，工农业生产和城市用水还存在
大量用水效率不高、浪费现象。此次旱情
也再次发出警示，全社会急需树立节水惜
水的良好氛围。此外，我省目前已开始全
面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用制度切
实拧紧“水龙头”。③11

□本报记者 张海涛

今年我省遭遇严重夏旱，农业生产
和人畜饮水出现困难。如今“旱魔”远
去，记者深入采访了解到，我省的水利工
程在抗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
出了一些问题，亟须加快建设步伐，进一
步提升水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保障
作用。

“几十年了，从来没有这么旱过。”在
漯河市召陵区万金镇宋庄村的农田里，村
民宋德成对记者说。

今年的旱情确实来势汹汹，高峰时期
全省 50%以上的中小河流断流，35%的小
型水库基本干枯，2700万亩农田受旱，70
多万群众出现临时性饮水困难。

记者从省防办了解到，今年严重的夏
旱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近几年连续干
旱效应的叠加。

2010年以来，我省年均降水量均少于
多年均值，2010年 11月至 2011年 3月，发
生了极为严重的冬春连旱，2012年发生了
春旱，2013年发生了罕见的春、夏、秋三季
连旱。

今年，老天对河南依然很吝啬，入汛
以来降雨很少。连续干旱造成地表水紧
缺，地下水位大幅下降，水库蓄水量严重
偏少，许多水库无水可用，使今年的旱情
显得尤为严重。

同时，我省大中型水利工程偏少，调
蓄能力不足，汛期大量水资源无法拦蓄。
一旦出现像这样连续性的严重干旱，可供
水量就不能满足抗旱需求。

旱魔今年
为何这么凶

“黄河水一年四季不断，啥时候旱啥
时候浇。”虽然今年遭遇大旱，但地处引
黄灌区的兰考县红庙镇堤湾村村民房朵
却不着急。

据省防汛抗旱督查专员杨汴通介绍，
今年虽然旱情严重，但我省粮食主产区大
部分能实现有效灌溉，无法灌溉的多为丘
陵山地等非粮食核心区。

近年来我省水利建设投入不断加
大，2013 年投资约为 2009 年的四倍，现
有规模以上机电井达 110.53 万眼，大中型
灌区条件日臻完善。全省目前耕地面积
约 1.2 亿亩，其中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7661
万亩，可以利用井水、水库等进行灌溉，实

现旱涝保收。
杨 汴 通 向 记 者 分 析 ，虽 然 今 年 的

旱 情 对 秋 粮 生 产 有 一 定 影 响 ，但 不 宜
夸大。同时，因为高温干燥，得到有效
灌溉的农田，不仅不会减产，还有增产
希望。

宝丰县今年旱情严重，但地处山丘区
的赵庄镇 1 万多群众却不用担心饮水问
题，今年建成的李庄水厂源源不断送来清
水。

李庄水厂属于农村安全饮水工程项
目，截至去年年底，该项目已使全省 3000
多万群众受益，在今年抗旱保供水中也发
挥了重要作用。

如何让更多庄稼有水“喝”

远道而来的丹江水，如今正流向平顶
山市的千家万户。近期实施的从丹江口
水库向平顶山市应急调水工程已见成效，
大大缓解了百万人口的缺水之困。

今年夏旱期间，像平顶山市一样，新
密、登封、镇平等一些县（市）城区也出现
严重供水问题。

记者从省防办了解到，单一水源是
这些城区缺水的共性问题。如白龟山水
库是平顶山市唯一水源，赵洼水库是镇
平县唯一水源。

近年来，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对水

资源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在正常年份，
单一水源保障城区供水问题不大，但若遇
上像今年这样的严重旱情，则会出现严重
的供水危机。

经过此次大旱后，一些地区已加大应
急水源工程建设力度。平顶山市正在建
设燕山水库引水工程，镇平县县城开始从
距离较远的陡坡水库引水，而登封市则将
白沙水库开辟为新水源。

“我省属于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城
市发展规划一定要科学评估水资源承载
能力，以水定城。”省防办主任杨大勇说。

城镇供水为何多地告急

哪些水利工程亟须加强

“问诊”中原夏旱 需补哪些短板
本报讯（记者郭海方）为加快

我省技师学院建设，9 月 1 日，省人
社厅发出通知，首批申报认定工作
即日启动，省辖市、省直管县（市）
人民政府或省直有关部门向省人
民政府提交设立技师学院申报材
料的截止时间为 9 月 30 日。

技师学院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组
成部分，是以培养技师和高级技工
为主要目标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基
地。省人社厅在通知中规定，各地、
各部门设立技师学院，要由各省辖
市、省直管县（市）人民政府或省直
有关部门向省人民政府提出技师

学院设立申请。认定范围为符合
人社部关于技师学院设置有关标
准的我省高级技工学校和在高级
技工学校基础上加挂牌子的 26 所
技师学院。经省政府常委会研究
审定，符合条件的申报学校由省政
府正式下文批准设立技师学院。

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说，技师
学院申报认定原则上每两年组织
一次，今年组织首批申报认定。到
2018 年底，仍未能通过省政府审
批认定的加挂牌子技师学院，将取
消技师学院牌子，停用技师学院名
称。③12

本报讯 （记者李 铮 通讯员
王广艳）9 月 2 日，记者获悉，河南
省 9 家企业进入中国 2013～2014
年度棉纺织行业竞争力百强，5 家
企业进入年度成长性优良企业。

我省上榜 9 家企业中，南阳市
占据 4 家。其中，新野纺织股份有
限公司位居第 14 名，许昌裕丰纺
织有限公司排名第 22 位，其余 7 家
分别是南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河

南平棉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焦
作市海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新野
县华星棉纺织有限责任公司、舞钢
市银河纺织有限公司、尉氏纺织有
限公司、南阳大地棉业有限公司。

上榜“成长性优良企业”的分别
是河南项城市纺织有限公司、辉县市
中州棉纺有限公司、河南新野鹏升纺
织有限公司、辉县市黄河纺织有限公
司、新野县康园纺织有限公司。③10

本报讯（记者董 娉）9 月 3 日
记者获悉，因借用资质承揽工程，
两家建筑工程公司被省交通运输
厅列入“黑名单”，一年之内不得参
与河南公路建设。

根据省交通运输厅发布的消
息，省审计厅在对二广高速分水岭
至南阳段工程竣工财务决算审计
中，发现部分承包单位存在借用资
质承揽工程、违规分包工程、通过
不合规票据列支费用等问题。省
交通运输厅迅速组织相关单位进
行调查，结果属实。

据悉，根据相关处理意见，对于
借用资质承揽工程的林州市建筑工

程九公司、江苏第一建筑安装有限
公司信用评价定为 D 级，一年内不
得参与河南省公路建设；对违规分
包工程的湖南湘潭公路桥梁建设有
限责任公司、江西省公路桥梁工程
局、中铁十三局五公司信用评价由
初定 B 级降为 C 级，中铁二局股份
有限公司信用评价由AA降为A级；
对不合规票据列支费用的中铁十局
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全省通报批
评，信用评价由 B级降为 C级；路桥
华南工程有限公司全省通报批评，
信用评价由 A 级降为 B 级；贵州省
公路工程总公司全省通报批评，信
用评价由初定B级降为C级。③7

我省技师学院
首批申报认定工作启动

我省9企业跨入
全国棉纺织行业百强

借用资质承揽工程、违规分包工程

多家建筑公司被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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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营销，这个白酒行业多年
来惯用的招数，并不难挽回许多白
酒企业面临的颓势，但为什么能在

杜康身上产生引人瞩目的功效？
“针对各地市场渠道商进货及

卖货情况，销售管理部每月都会做

酒企体验营销该咋玩？
瞧瞧杜康如何打通“任督二脉”！

河南省文化厅厅长杨丽萍在洛阳市副市长魏险峰、汝阳县委书记马春强
等陪同下，到洛阳杜康控股汝阳生产基地考察文化工作

虽然不是境内的上市公司，
销售规模在白酒行业也并不起
眼，但自 2009年底战略重组以来，
杜康凭着创新营销和高速增长，
始终活跃在行业的公众视野。

即使在白酒行业萎靡不振的
今年，杜康依旧凭借旅游营销、村
长工程、刁璐璐事件营销等赚足
了眼球，但最近再次成为行业议
论的热点，则是因为今年上半年
各地市场频传捷报。

“豫北某县中秋订货会收款
102 万元，豫东某县中秋订货会收
款 306万元，豫南某县订货会收款
79 万元，豫东某县一餐饮客户要
100件中华杜康 K3，安徽某地从酒
厂参观后订货首款 40万元，一个客
户要 50件酒祖杜康 15窖区……”

这些喜讯，均摘自杜康一位高
管的微信朋友圈，它们是杜康各地
区域经理反馈给销售公司总部的
最新战报，几乎每天以滚动形式展
示在这位高管的微信朋友圈，内容
包括团购出货量、渠道商进货额以
及销售网点拓展近况等。

“尤其是在杜康的大本营市
场——河南，从终端网点到代理
商、分销商等，渠道上积压的库存
正在快速消化，销量也均以良好
态势稳步提升。”据洛阳杜康控股
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书青透露，杜
康未来三年将在兼顾省外市场的
基础上，深耕河南市场，如今正在
河南的 108 个县市建立深度分销
体系，保守估计今年上半年新增
终端销售网点高达几十万家。

即使是杜康的中高端产品，也
同样不断传来喜讯，比如豫东某客
户在参观完杜康后感慨，以后集团
内部招待酒都不再用国内某名贵
酒，改用酒祖杜康，豫西某地南阳老
乡会在参观体验杜康的现场，订购
酒祖杜康和封坛酒总额将近 30万
元，而国内某高端企业家组织几百
位成员在参观杜康时，更是在现场
认购了数百万元的封坛酒……

相比于今年上半年，我国白
酒 产 量 为 61.27 亿 升 ，同 比 增 长
7.02%，白酒行业销售收入为 2500
亿元，同比增长 5.85%，杜康犹如
雨后春笋一样的喜人发展态势，
不仅让其他豫酒羡慕，即使拿到
全国白酒行业的桌面上，也足以
引发许多人的喝彩和掌声。

中医养生理论认为，“任
督二脉”乃是人体涉及长寿的
两条经脉。所谓“打通任督二
脉”，指的是有活力、气血畅
通，从而获得健康秘诀。

纵观白酒市场，自去年下
半年以来，行业普遍受重挫，
尤其高端酒销售更是经历严
冬，但今年上半年以来，杜康
各地市场却频频传来捷报。

覆巢之下，本无完卵。
但杜康为什么能够在黑云压
城的行业环境中拨云见日？
面对记者的疑问，洛阳杜康
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书青
给出这样的答案：“靠体验营
销，打通白酒销售的‘任督二
脉’：渠道商和机构消费者。”

事实上，体验营销是白
酒行业多年来的惯用招数，
为什么难以破解绝大多数
白酒企业面临的困境，却能
在杜康身上发挥风虎云龙
的奇效？

在观察人士看来，杜康的逆势
飞扬，一路高歌，堪称白酒行业的
发展奇迹，但在洛阳杜康控股有限
公司总经理吴书青看来，付出总有
回报，这只不过是水到渠成、瓜熟
蒂落。

“决定白酒销售业绩的主要有
两个关键人群，一个是销售网络的
渠道商，包括经销商、分销商、终端
网点等，一个是机构消费者，包括
企事业单位、社会机构等核心团购
商 ，虽 然 只 占 据 消 费 者 的 20%左
右，但却贡献了 80%左右的销售收
入。”吴书青分析，如果将白酒企业
比做修炼武功的江湖人士，那么渠
道商和机构单位就好像是人体的

“任督二脉”，一旦打通，将成倍甚
至十几倍地发挥功效。

然而，要打通“任督二脉”，谈
何容易？受政府限制三公消费等
因素影响，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白
酒甚至高端白酒销售遭遇罕见低
潮，渠道商库存积压严重，政务消
费市场全面下滑，商务消费市场却
普遍未被重视。

“无论是开拓新销售网点，还
是动员原有渠道商进货，都必须要
解决动销的问题，只有动销，才能
坚定他们合作或者继续合作的信
心。”吴书青认为，动销则需要激活
更多的核心团购商，即使政务消费
市场不行了，还有商务及社会消
费，如果更多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
机构等团购，自然解决了渠道商的

动销问题。
事实上，无论是吸引新的渠道

商，还是新的团购单位，都首先要
基于这样的前提：对杜康认可。在
吴书青看来，在白酒消费市场越来
越理性的情况下，做几十次的生硬
推销，都不如做一次体验营销：将
他们带到杜康酒厂亲身体验感受，
以文化、品质等将其内心征服。

“体验营销，看似简单，其实是
一个系统性工程，因为它并不是简
单地将客户带到酒厂参观，而是借
到酒厂的机会，与客户做深层次交
流沟通，充分展现公司的品牌文
化、产品品质、服务意识、发展态势
等综合实力。”吴书青说，由于许多
厂家对体验营销没有足够重视，而
杜康却将其作为各地市场持续推
进的常态性工作，一方面要求各区
域市场指定细化的推进方案，明确
全年计划总人数及不同人群的数
量，并将其纳入考核指标；一方面
跨越区域、酒厂、销售公司等多个
职能部门，构筑了环环相扣、紧密
配合的系统性保障。

据记者从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
司获悉，仅今年上半年，各地前来杜
康体验营销的渠道商、团购单位及
企业代表等近 6 万人，平均每天都
有 10个团左右，以至于酒厂的讲解
人员忙得根本停不下来，预计全年
参与体验营销的人数将突破 10万，
数量遥居河南白酒行业第一位，甚
至跻身中国白酒行业前列。

【关注】

杜康各地市场频频传出捷报

【做法】

将体验营销提到战略高度

【分析】

靠体验营销打通“任督二脉”

群象岛企业家俱乐部成员参观杜康

驻马店平舆县杜康酒客户参观杜康

月度分析报告，发现凡是体验营
销按照计划和要求稳步推进的
区域市场，恰恰也是杜康在渠道
和终端销售情况良好，增长态势
明显的区域市场。”洛阳杜康控
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书青分析，
体验营销与白酒销售的正相关
关系绝非偶然。

虽然同样是做体验营销，但
杜康却有着明显的比较优势：作
为中华美酒的起源地和华夏酒文
化的发祥地，杜康除了具有规模
较大的生产及成装车间、原酒罐
群等，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独有
的酒文化旅游胜境，文化底蕴深
厚、人文景点优美的杜康造酒遗
址公园，以及恢弘壮阔的中国第
一家也是亚洲最大的白酒地下私
人酒窖。

“到杜康不仅能感受实实在
在的品质，还能感受历史赋予它
的厚重文化底蕴，尤其是后者，
在中国独一无二。”吴书青告诉
记者，为了将杜康的这种优势充
分发扬，杜康对体验营销的重视
程度远远高于其他酒厂，不仅对
其做了系统性研究，还总结出一
套能够在各地复制的“傻瓜式”
执行方案，并且构筑了涉及区域
市场、行政后勤系统、酒厂等系
统性保障系统。

“体验营销不仅是展示企
业产品品质和品牌形象的最
好窗口，也是对企业组织、服
务等综合能力的检阅。到杜
康酒厂参观体验，一路上只需
跟着领队，吃住行等什么都不
必操心，感觉就像是跟着专业
旅行社旅游。”一位曾经参加
过杜康体验营销的客户告诉
记者，他曾参加过许多酒厂的
体验营销，但没有哪家能够做
到杜康这样的专业、精细、贴
心，因此也很愿意配合杜康，
组织其他的核心客户前往杜
康参观体验。

也许，体验营销对于许多
白酒企业来说，只是个参观体

验，但对于杜康来说，却被提升到
战略高度，已经成为撬动市场的
最好利器：无论是开拓新的销售
网点，还是激活现有销售网络，到
酒厂参观体验都成为激励打款进
货的有效措施，而协助渠道商组
织核心团购单位到杜康体验营
销，能够吸引他们持续消费杜康，
甚至结合洛阳牡丹文化节和旅游
景点，针对消费者做包含参观酒
厂在内的旅游营销，解决了渠道
商的动销问题，渠道商也就更有
动力、更有意愿销售杜康。

“为了让体验营销发挥更大功
效，我们要求各地市场在“傻瓜式”
执行方案基础上创新，比如许多市
场在体验营销过程中，融入了千年
酒树下祈福、组织互动游戏等，加
深与参加者的情感交流与沟通，比
如有些市场将体验营销与订货会
或团购会结合，前期拜访和参观体
验时做好各方面的铺垫，现场给出
针对性较强的激励政策。”吴书青
对记者说，体验营销为渠道商和核
心团购单位建立认知、树立信心的
同时，往往也能提升销售收入，平
均三四十人的体验营销队伍，能够
产生二三十万元的销售收入，而后
期的持续购买也被激活，可以说是
一箭多雕。

本报记者 申明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