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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8日，“中国首席·河南唯
一白酒品酒师（李绍亮）表彰大会”
在郑州宋河总部辅仁大厦举行，河
南省酒业协会、河南辅仁集团、宋
河酒业公司负责人以及来自全国
的主流新闻媒体百余人参加了活
动。在会上中国首席品酒师、宋河
酒业总工程师李绍亮被河南省酒
业协会授予“河南省酒业功勋奖”，
用以表彰李绍亮在应用性研究、新
产品研发等方面作出了突出成就，
同时河南省酒业协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蒋辉在宣布完表彰决定的同
时，并号召全省白酒技术从业者向
李绍亮学习。

白酒大师 当之无愧

10月 21日，首届中国首席白酒
品酒师颁证大会在北京钓鱼台国
宾馆六号楼举行，通过初审、公示、
考评后，包括宋河股份总工程师李
绍亮在内的 46 位中国白酒界泰斗
获得了中国轻工业联合会颁发的

“中国首席白酒品酒师”证书。李
绍亮成为河南首位，也是唯一一位
中国首席白酒品酒师。

11月 16日，第二届中国白酒科
技大会优秀科技成果和中国白酒
大师荣誉称号评审结果公布，李绍
亮总工程师又被评选为中国白酒
大师。为最大程度尊重此次评选
结果，使评选的意义最大化，并传
承白酒优秀文化和传统酿造技艺，
引领豫酒回归消费本质，11 月 28
日，由河南宋河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的“中国首席·河南唯一白酒品酒
师表彰大会”在宋河郑州总部举
行，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秘书
长蒋辉，宋河股份负责人及省内外
20多家新闻媒体悉数到场。

据悉，李绍亮总工程师从事酿
酒工作以来，在应用性研究领域做
出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结合
消费者的口感变化，持续不断地推
出一代又一代的新产品：1984年参

与设计的宋河粮液，在轻工业部酒
类 质 量 大 赛 中 ，荣 获“ 银 杯 奖 ”；
1988年在第五届全国白酒评比中，
宋河粮液（54°、38°）荣获金质奖和

“中国名酒”称号；1999 年以来，李
绍亮带领公司技术人员，对公司产
品质量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不
断调整配方，提高产品质量，并先
后开发了宋河一滴香、宋河福酒、
世纪宋河和五星级宋河粮液、水晶
宋河粮液等高质量的新产品，投放
市场后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为
公司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受到
了集团公司的重奖。2000 年在中
国名酒质量复评中，取得了质量保
持并提高的好成绩，且名次靠前；
2005 年又成功研制开发了宋河高
端商务用酒——“共赢天下”；2007
年主持开发了优雅型“平和”系列
宋河粮液；2008年又成功研制国字
系列宋河粮液，为公司带来巨大的
利润空间，也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
税收。凭着对工作认真负责，精益
求精的态度，李绍亮总工程师已多
次受到省、市、县等上级领导的表
彰，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劳动
模范等荣誉称号。

技术力量 振兴豫酒

宋河股份总裁王祎杨进行致
辞并作出主题发言，指出这些既是
李总工自己的荣誉，也是宋河的荣
誉，更是全河南的荣誉。王祎杨
说，现在，首席白酒品酒师成了我
国品酒师职业序列中最重要的组
成部分。当前，白酒产业所急需的
就是寻求突破，搭建新的发展平
台。推进中国首席白酒品酒师计
划，就是要提升白酒的文化水平、
锤炼白酒文化在社会文化中所占
的地位、强化白酒满足消费者精神
和物质需求的属性。白酒要回归
产品品质，势必要用产品本身去沟
通、链接消费者，所以，我们对白酒
品酒师的要求已经不仅仅局限在

调制美酒这一单一方面，而是要跟
上时代的步伐，要面向市场，用消
费者听得懂的语言去描述白酒，传
播消费者听得懂的白酒文化。“中
国首席白酒品酒师”证书的颁发，
也标志着当前白酒行业深度调整，
正从过去的“营销制胜”，向当前珍
视品质、重视消费者体验理性回归
的转变。

王祎杨提出，科研团队在酒品
竞争力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一直
以来，宋河都非常重视企业科研团
队的建设，如今的宋河拥有一名享
受国务院津贴的国家级白酒专家、
七名国家白酒评委、三名河南省酿
酒大师，国评人数位居全国同行业
前列、省同行业之首。省级白酒评
委多达 17人，省、市级酿酒技师 100
多名。宋河股份非常珍视“中国首

席白酒品酒师”荣誉的获得，希望
通过这次的表彰大会，借助行业协
会和广大媒体的力量，能够引导河
南白酒产业在社会上树立新面貌、
新气象，传递行业正能量，开启宋
河品质的新时代。

由于重要公务而未能亲临会
场的宋河酒业股份公司董事长朱
文臣特意发来贺信，对李绍亮获
得“中国首席白酒品酒师”荣誉表
示热烈祝贺，向他为宋河做出的
卓越贡献表示衷心感谢。朱文臣
说，目前白酒行业处于深度转型
期，我们把“宋河”品牌文化推广
与建设提到了与优化产品品质一
样的高度，只有以消费者需求为
主导，放松心态、深练内功、自我
提升，才能在行业转型期，创造出
卓越的战绩。

会上，王祎杨总裁亲手为李绍
亮总工程师披上“中国首席 河南
唯一”的绶带，并为其送上鲜花。
同时，熊玉亮会长对宋河近几年取
得的成绩做出了充分肯定和高度
赞扬，并当场宣布省酒协领导已开
会决定，把“河南省酒业功勋奖”这
一至高荣誉颁发给李绍亮总工程
师，现场由省酒协秘书长蒋辉宣读
表彰决定，熊玉亮会长颁发证书、
奖杯。熊玉亮会长在致辞中祝愿
李绍亮发扬成绩，为豫酒争光；希
望全省酒类行业在酒类调整的关
键期，要以李绍亮为榜样，营造“比
技术、做贡献”的浓厚氛围，牢牢抓
住经济形势企稳向好的机遇，实施
创新发展战略，不断提升豫酒的核
心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为实现美
丽的豫酒梦做出更大的贡献。

贺 信
欣闻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李绍亮获得“中国首

席白酒品酒师”荣誉表彰大会在郑州召开，我因重要公
务未能亲临会议现场，特致函向表彰大会表示热烈祝
贺！向获得“中国首席白酒品酒师”荣誉的李绍亮表示
崇高的敬意！向长此以往关心、帮助宋河成长的河南
酒业协会及省内外各家媒体表示衷心的感谢！

宋河白酒，根植中原丰厚文化沃土，采取固态泥
池，纯粮发酵，一直坚持以传统酿造工艺，具有“窖香浓
郁，绵甜爽净，回味悠长”的品味特色，被专家赞誉为

“香得庄重，甜的大方；绵得亲切，净的脱俗”，深受广大
消费者的喜爱。对产品品质、口感的把控一直是宋河
坚守的发展主线，以李绍亮为首的宋河产品研发中心，
不仅使宋河产品固有的醇厚浓香特点得以发扬，更对
宋河白酒品质与口感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挖掘，宋河白
酒目前在全国有口皆碑，一直是豫酒品质的代表，在国
内市场享有深远的影响。

“老子故里酒，道法自然香”，宋河酒出自老子故
里，深受这一方水土的滋润，所以宋河酿酒讲究与和谐
自然的相辅相成，一直注重消费者对白酒需求最本质
的感受。承袭千年历史与古法工艺，我们最近几年累
计投入超亿元资金，对生产车间和品质监控体系进行
大规模技术改造，以强大原酒生产和存贮能力，把控产
品质量，以卓越的品质与无可替代的口感占领消费者
的心智。

我们深知佳酿天成，但也明白当今社会“酒香也怕
巷子深”的道理。目前白酒行业处于深度转型期，我们
把“宋河”品牌文化推广与建设提到了与优化产品品质
一样的高度，只有以消费者需求为主导，放松心态、深
练内功、自我提升，才能在行业转型期，创造出卓越的
战绩。

最后，再次对李绍亮获得“中国首席白酒品酒师”
荣誉表示热烈祝贺，向你为宋河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
衷心感谢。希望以李绍亮为首的宋河产品研发团队能
够再接再厉，再造辉煌！同时感谢每一位宋河人为宋
河所做出的努力与付出！祝表彰大会圆满成功！

董事长 朱文臣
2014年 11月 28日

全省各酒类生产、流通及相关企业：
为推动我省酒类行业技术进步，表彰优秀技术骨干，经

研究，河南省酒业协会决定授予李绍亮同志“河南省酒业功
勋奖”荣誉称号。

李绍亮，51岁，男，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文化，高级工程
师，国家级白酒评委，中国首席白酒品酒师，国家白酒专业
委员会委员，河南省酿酒大师,先后担任化验员、技术员、酒
体设计员、车间主任、分厂厂长等职务，现任河南省宋河酒
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从事酿酒工作 32年来，李绍亮先后在应用性研究、新产
品研发等方面做出了突出成就，参与设计的宋河粮液，在
1988年第五届全国白酒评比中，荣获金质奖和“中国名酒”
称号。2005年，李绍亮成功研发了宋河高端商务用酒——

“共赢天下”；2007年，主持开发了优雅型“平和”系列宋河粮
液；2008年，研制国字系列宋河粮液，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李绍亮主持的《功能性窖泥的研究与应用》、《强化大曲
的研制与应用》、《酒曲害虫发生规律及结合防治技术的应
用研究》等十多个科研项目分别荣获河南省、周口市科技成
果奖，其中《大曲中有益功能菌的分离及应用》获第二届全
国白酒行业科技与发展优秀论文二等奖；《高温曲工艺参数
研究及病害防治技术的探讨》获得周口市人民政府优秀成
果二等奖，李绍亮也先后荣获周口市五一劳动奖章、周口市
劳动模范、河南省酒业先进工作者等荣誉，今年 10月份，李
绍亮被中国酒业协会评为“中国首席白酒品酒师”，他也是
河南省酒类行业中唯一的一个国家级首席白酒品酒师。

在今后的工作中，希望李绍亮同志发扬成绩，为豫酒争
光；希望全省酒类行业在酒类调整的关键期，要以李绍亮同
志为榜样，营造“比技术、做贡献”的浓厚氛围，牢牢抓住经
济形势企稳向好的机遇，实施创新发展战略，不断提升豫酒
的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为实现美丽的豫酒梦做出更
大的贡献！

河南省酒业协会
2014年 11月 28日

宋河在豫酒中的众多
第一：1.河南省白酒行业原
酒窖池最多、产量最大、储
酒量最多企业；2.宋河商标
是河南酒业第一个中国驰
名商标；3.河南白酒行业唯
一的浓香型中国名酒；4.河
南省第一个获得纯粮固态
发酵认证产品；5.河南省第
一家全国酿酒行业信用等
级 AAA 企业；6.中华人民
共和国质检总局浓香型标
准样品河南唯一企业；7.产
量、销售收入多年居全省
白酒行业第一；8.纳税居全
省同行业第一；9.全省白酒
行业技术力量最强企业，
拥有国家级评酒员 7名，占
全省三分之一多，省级白
酒 评 酒 员 占 全 省 四 分 之
一；10.拥有全省唯一的中
国白酒首席品酒师；11.全
省第一个实现河南县县销
售全覆盖企业；12.电影电
视植入广告做的最好最多
企业；13.第一个成立老子
国学教育基金企业，河南
白酒行业慈善捐款最多企
业;14.电商销售河南酒业
最高企业;15.第一个举办
全国酒类包装设计大赛、
影响最大、效果最轰动企
业。

全国第一：宋河酒业
核心技术部门白酒勾兑中
心是全国白酒行业第一个
荣获全国总工会授予“工
人先锋号”的班组。

关于授予李绍亮同志
“河南省酒业功勋奖”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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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认识李绍亮是在多年以
前，在采访多位资深业内专家时都
多次提到他。正式见面确是 11月 28
日的中国首席品酒师表彰大会上。
主席台上的李绍亮是少言的，是低
调的，甚至在面对诸多闪光灯时还
有些不适应，但在媒体互动环节，经
过畅聊后，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豫
酒第一品牌技术掌门人，务实、低
调，堪为大师。

中国首席品酒师，这个概念对
于当前进口酒、洋酒充斥中国市场
的大背景下，这个名称让诸多记者
朋友有些恍惚，当河南省酒业协会
会长熊玉亮在发言中公布了中国首
席品酒师的评定原则后，其中一项

“必须是任职三届国家白酒评委（五
年一届）”时，让在座的媒体记者自
此不再疑惑。

酿酒如做人，李绍亮用 32 年的
实践经历告诉大家这句话的丰富内
涵！李绍亮在朋友圈里被称之为

“酒老虎”，李绍亮也称自己爱酒，每
天都要喝上几杯。学习品酒的时
候，每天都要喝掉 40 到 50 个酒样。
更为重要的是每喝一种酒样还要用

心去感受，将所品酒的特点一一尝
出来。在和记者交流时，李绍亮无
时不在谈风格和酒体的创新，说现
如今每天的生产班组中有两条一定
是在生产除浓香之外的其他香型
酒，作为调味酒。他认为一个成功
的技术专家应该一切以满足消费需
求为根本出发点，要围绕消费者口
感需求做文章。

宋河，中国名酒，同时也是豫酒
第一品牌，但就技术而言，对于消费
者却异常陌生，说陌生不是说宋河
技术优势不明显，而是传播宣传太
少，究其原因，正如公司总裁王祎杨
所言：关键在做！是的，当看到李绍
亮时，似乎这句话更是找到了答案：
厚积薄发，低调务实。正如李绍亮
而言，宋河的厚重不仅仅是体现在
历史文化上，更是体现在酿造优势
上，“宋河拥有一名享受国务院津贴
的国家级白酒专家、七名国家白酒
评委、三名河南省酿酒大师，国评人
数位居全国同行业前列、省同行业
之首。省级白酒评委多达 17人，省、
市级酿酒技师 100多名。”“同时河南
省唯一白酒技术工程研发中心也设

在宋河”。
在 谈 起 宋 河 倡 导 的 自 然 香 型

时，李绍亮认为，不论打造何种产
品，最为重要的就是自然，不苛刻，
不强求。酿造讲求生态之美，口感
追求自然之香，这便是李绍亮在酿
造过程中所追求的一种境界。李绍
亮说：“自然香是在发酵过程中自然
生成的一种香。自然香的提炼，不
仅是受老子思想的天然濡染，也是
我们对自然生态的主动追求。”而事
实上，讲求工艺与自然的和谐生成，
将传统酿制工艺与现代科技完美结
合已经让宋河从白酒行业拘泥于口
感定位品类的窠臼中跳了出来，成
为了豫酒先锋和表率。

■人物名片

李绍亮：

低调务实的中原酿酒人

李绍亮：国家白酒专业委
员会委员，河南唯一的中国首
席白酒品酒师，中国白酒大
师。现任河南省宋河酒业股
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食
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协会理
事，河南省酒业协会理事，省
白酒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河南
省白酒专业高级技术委员，国
家职业技能鉴定高级审核员。

李绍亮从事酿酒工作以
来，在应用性研究领域做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结合消费
者的口感变化，持续不断地推
出一代又一代的新产品。李
绍亮对工作认真负责，精益求
精，多次受到省、市、县等上级
领导的表彰，多次被评为先进
工作者和劳动模范等荣誉称
号，其主要获奖荣誉有：周口
地区食品工业先进工作者、周
口市政五一劳动奖章、周口市
劳动模范、河南省酒业先进工
作者。

王祎杨总裁为李绍亮总工程师佩戴绶带并送上鲜花

李绍亮总工程师接受媒体采访

熊玉亮会长为李绍亮总工程师颁发荣誉证书

省酒业协会秘书长蒋辉宣读河南省酒业协会表彰决定

嘉宾集体合影

本报记者 申明贵

荣耀源于积淀 实力凝聚品质
——中国首席·河南唯一白酒品酒师（李绍亮）表彰大会隆重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