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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动态

8 月 30 日-31 日，由河南省糖酒食品流
通协会主办的 2015 第十一届河南省糖酒食
品博览会在信阳百花会展中心成功举办。
其间，以“变局与突围”为主题的豫副酒源信
阳论坛等活动同期举办，精彩纷呈；茅台、五
粮液、泸州老窖、剑南春等全国名酒企业及
金谷春、鸡公山等地产酒企的重磅参展，为
会议增色不少。

政府支持 参展企业积极踊跃

河南省糖酒会是由河南省糖酒食品流
通协会鼎力打造的专业品牌展会。自 2003
年至今，已先后在郑州、信阳、洛阳、南阳、安
阳等地成功举办了十届。经过多年努力，逐
渐成为中原地区规模影响大、展商层次高的
糖酒食品专业会展品牌。

据河南省糖酒食品流通协会会长王庆
云介绍，河南省糖酒食品博览会已成功举办
过十届，其中仅在信阳就举办了三届。谈起
缘由，王庆云认为，除了信阳独特的地理位
置、人文环境优势外，其中更关键的是政府
领导重视，政府部门支持。每届展会，信阳

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都亲自过问，并积极
组织协调、解决相关问题，为展会成功举办
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本次展会，虽然展会规模略小于往届，
但参会企业及布展形式都是精心选择的。
在现场记者注意到，无论是全国性的茅台、
五粮液、泸州老窖、剑南春、汾酒等品牌，还
是金谷春、鸡公山等地产酒品牌，布展都可
谓是精心、用心。除了展位大气简洁外，都
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与消费者互动。此
外，以豫副酒源为代表的酒类连锁机构和豫
副茶缘为代表茶类连锁企业现场独特展示
也成为本届糖酒会的一大亮点。

河南五谷春酒业公司展厅外搭建着一
顶顶产品形象宣传帐篷，移动互联组的工作
人员们为客户送去一瓶瓶金谷春淡雅系列
美酒，赢得客户们的一致好评。

在气势恢宏、人流如织的鸡公山酒业展
厅内，鸡公山可谓是全产品展出，同时现场
还推出了关注微信免费抽奖、拍照片发朋
友圈免费送酒、与美女模特斗牛赢大奖等
一系列惠民活动，吸引了大量市民参与其
中。

行业风口 主题论坛为行业把脉

8 月 29 日下午，由河南省糖酒食品流通
协会、河南省副食品有限公司、河南豫副酒
源商贸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豫副酒源信阳
论坛——变局与突围专家论坛在信阳宾馆
举行。

河南省糖酒食品流通协会会长王庆云，
河南豫副酒源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莉，茅
台、五粮液、剑南春、泸州老窖等知名品牌厂
商代表以及来自各地的经销商参加了本次
论坛。

资深白酒营销专家晋育锋就企业和经销
商的转型进行了深入分析。晋育锋表示，在
行业的变革时期，转型需要明确方向。为了
给经销商带来更明确的转型思路，晋育锋提
出了渠道服务商、连锁运营商、品牌加盟商、
物流配送商、品牌运营商、数据服务商和平台
运营商七大破局转型方向，并就七大方向进
行了详细的解读和数据分析，此外，晋育锋还
向大家分享了“开放、包容、携同、分享”八字
真言，明确的思路和精准的定位让现场的经

销商们受益匪浅。
连锁体系建设专家白建华则就企业连

锁发展的前景和机遇与大家进行了经验分
享。关于连锁，白建华提出了两个关键词

“复制、标准化”。他表示，连锁的精髓就在
于复制和标准化，复制总部的思想，标准化
的行为规范，这是做连锁所需要具备的核心
思想。并向大家分享了他关于企业发展的
经验总结——发展来自于远见，成就来自于
布局，品牌来自于文化，合作来自于共赢。

对于此次展会成功举办，王庆云感慨颇
多，他表示，此次展会举办时机非常特殊且意义
非同寻常。此次展会是在今年“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纪
念日前夕举行，同时也正值“第十届豫商大会暨
2015豫商信阳行”在信阳成功举办之际，这为
展会提供了良好的办会氛围，备受鼓舞。同时
作为行业协会组织，在糖酒食品行业处于变革
的特殊时期举办展会，也是积极落实省委、省政
府号召，坚持节俭办会，危机时期为行业多思
考，多做实事，为行业提供务实服务，最终目的
是以展会为载体，用切实行动促进河南糖酒食
品行业健康快速发展。

仰韶酒业战略新品仰韶窖香上市

8月 27日，“仰韶酒业 2015
仰韶窖香新品上市发布会”在
开封市开元名都大酒店举行，
各级领导与经销商代表齐聚一
堂，共品仰韶窖香美酒的醇香，
带着美好的愿景，共同见证仰
韶窖香全新升级所带来的兼香
魅力。

作为一款中档产品，仰韶
窖香由青瓷、红瓷、鸿运三款产
品 组 成 ，价 位 段 处 于 80 元 —
200 元之间，满足了商务接待、
朋友聚餐及家庭喜宴等宴会，
是仰韶酒业继彩陶坊之后又一
战略产品，剑指河南大众酒消
费标杆性品牌。 （王静）

酒海观澜

以展会促发展 为行业“加油”

本报记者 申明贵 秦 雯

8月26日，河南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
司举办员工子女助学金发放仪式，当14名
即将跨入大学神圣殿堂的准大学生从董
事长单森林手中接过助学金时，全场爆发
出阵阵热烈掌声。

河南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司改制以
来，一直把资助员工子女上大学作为企业
应尽的职责和回报员工的实际行动，并向
员工郑重承诺，决不让一个员工子女因家
庭困难上不起学。近年来，公司连年对员

工子女进行资助，对家庭特别困难员工给
予特殊救助，使员工感受到了企业大家庭
的温暖。公司转运处员工王禄田的女儿王
雪今年被沈阳师范大学录取，当她接过董
事长单森林发放的助学金时激动地说，她
为父亲能在赊店老酒公司工作感到自豪，
这里充满家的温馨和亲情。她希望她的父
亲和所有受助的大学生及亲人能够常怀感
恩之心，以实际行动回报企业的关怀。

单森林董事长表示，资助员工子女

上大学是一项慈善事业和感恩行动，要
形成常态，持续下去。随着企业做大做
强，要不断扩大资助范围和资助力度，
让更多的员工和社会各界共享企业发
展成果。

据悉，河南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司
除对企业内部员工子女进行入学资助
外，还对今年考上大学暑假期间在企业
打工的大学生给予资助。

（吴海娇 吴茫茫）

赊店老酒公司再度援手资助优秀学子

仰韶原酒杯
“寻找中国好光头”活动启动

9月 6日，以呈现另一种阳刚之美为主题的“寻找中国
好光头”活动在郑州正式拉开帷幕。河南省酒业协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蒋辉、河南仰韶营销有限公司总经理卫凯、中原
网糖酒频道运营总监屈媛媛、九度营销机构董事长马斐，以
及省内外主流媒体代表等50多人共同见证了这一时刻。

据悉，本次活动由中原网主办，九度智力集团总策
划，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总冠名，河南省酒业协会为活
动总监督，旨在通过寻找“中国好光头”的奇妙策划在白
酒行业掀起新的传播热点，为即将到来的双节旺季树立
酒业传播新高度。

光头：去虚伪，存本真

光头显示的其实是自信力的回归，这展现男人的“去
虚伪，存本真”，“活出真实，活出自我”的自信与魅力。

河南省酒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蒋辉认为，策划的
这个活动营销创意非常独特，“寻找中国好光头”有创意，
有话题点，有讨论点，通过媒体传播，形成热点营销事件，
快速形成传播，制造网络舆论点，而仰韶原酒积极参与，
取得了独家冠名权，形成活动与品牌之间的互动，展现给
更多的消费者。

光瓶：重品质，轻包装

4 月 24 日，仰韶酒业曾推出了中国第一款高端光瓶
酒——仰韶原酒，不仅丰富了原有产品结构，更引领了新
常态下白酒营销的新方向。

卫凯认为，仰韶原酒作为一款战略高端光瓶酒，在传统
酿造工艺的基础上，采用轻包装、高品质来满足中档价位消费
群体的需求，同时主打“纯粮酿造、原汁原味原生态、无任何添
加”这一概念，不仅符合国家低碳环保的产业方向，也迎合了
社会消费逐渐趋向于产品品质本身的大势，这是豫酒在白酒
新常态下的一种思路创新。

九度营销机构董事长马斐为到场嘉宾详细讲解了活
动细则：本次活动还将上线中原网，采用网络参评的方
式，分为报名、初选、终选、颁奖典礼，活动从 9月 6日中午
12 时开始，最后选出 9 位优胜者，并举办“品质光头、形象
大使”表彰仪式，对 9位优胜者颁发荣誉证书，每人还将会
获得 10万元的旅游白金卡。 （杨黎明）

为大力提升杜康的产品品质，为消费者奉献更好
喝、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美酒，杜康这些年投入重金持
续改善生态环境、酿造环境，并在 2014年获得了“中国
酒业唯一的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至尊荣耀，生态原产
地保护产品是绿色、健康、环保的最有力证明，是杜康
品质的金字招牌，杜康再次引领中国酒业生态酿造，为
酒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与参考。

内生动力，才是永久驱动力。杜康，自 2014 年底
导入精益化管理，对组织架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
整，降低了渠道长度，极大地提升了为经销商服务的
效率，从而激发出杜康活力与潜能，带动了销量翻番，
市场上甚至出现产品供不应求的现象。

在消费者主权时代，杜康持续关注消费者与市
场，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具个性化、层次更丰富的选
择。在今年 618 新品发布会暨合作伙伴峰会上，杜康
连推白酒+虫草的杜康 1 号、针对 80、90 后等互联网

“土著居民”的青春小酒杜二、契合消费趋势的绵柔原
浆三款战略新品，通过更精准的产品定位，实现与消
费者的沟通、互动、分享，使杜康的品牌占领消费者心
智蓝海。

近日在河南各个电视频道、楼宇电视、广播、户外
全面投放的杜康新广告片，预示着杜康开启了“消费
者+模式”，走近消费者，感受他们的感受，开启了一场
走心之旅。杜康一改传统品牌传播路线，通过全新的
广告传播手法与理念，诠释一个全新品牌情感诉求，为
白酒品牌传播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张领军）

作为苏鲁豫皖四省白酒发展的见证者与活动的承办
单位，《中外酒业》副总编杨志琴向大会作出的《苏鲁豫皖
四省白酒发展研究报告》中特别显示了四省领军企业的
主要业绩，提到宋河时，明确表示：如今已顺利实现了老
名酒的华丽转身，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而宋河股份公
司品牌部总经理刘钢威在以“消费转型与市场机会”为主
题的对话互动中指出，宋河作为一个老名酒，能够实现华
丽转身，靠的不是机会，而是实力。

刘钢威说，白酒产品的核心是品质，品质是宋河的制
胜法宝，宋河目前拥有 10000余条窖池，年产原酒 3万吨，
原酒储备能力已经达到16万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
一个老名酒能够实现华丽转身，靠的是实力，只有实力才
能够源源不断保证酒品的品质。从 2014年“秘藏 5号”、

“平和五年”获中国白酒感官质量奖到 2015 年“金奖
1988”、“五星宋河”获中国白酒酒体设计奖，都在充分证
明宋河的品质和口感已经得到消费市场的高度认可。

另外，宋河品牌的背书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慈善”，
宋河酒业到现在为止已经通过“宋河教育基金会”连续五
年开展“传递爱，让梦想飞”活动，共有1023名贫困应届大
学生每人得到 1万元助学金，顺利实现大学梦；援建三所
学校，资助贫困中小学生 6000多人，捐助总和达 4000多
万元。通过做慈善事业，更多的人开始了解和关注宋河，
宋河的品牌也随着慈善的翅膀飞进消费者的心坎，这是
一种亲民，更是一种走心。

对于当下比较受到关注的互联网话题，刘钢威表示，
互联网时代就是消费主权时代。宋河酒业通过一个又一
个走心活动，让消费者愿意消费，快乐消费。 （高丽艳）

质量为本 创新发展 促产区联动
——2015苏鲁豫皖白酒高峰论坛侧记

——2015第十一届河南省糖酒食品博览会成功举办

8月份，由省旅游局和河南
日报共同举办的“豫哈丝路行”
活动，车队驱驰 6000 余公里，
踏秦岭越祁连，丈量河西走廊，
领略大漠孤烟。一路揽胜，或
古都重镇或雄关名隘，或人文
荟萃，或天然云集，一行 26 人
无不感慨于思绪的跌宕绵延
中，凭窗纵目，穿越千年。

旅途最能释放情怀的，莫
过于美酒。当年诗仙李白，行
若游侠，时常漂泊在异途，恰恰
是有了美酒陪伴才不孤独。所
以有人说，是酒成就了他才华
横溢的灵感。还有历史上那些
投笔从戎的边塞诗人们，又何
尝不是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
吹角连营”的意境，以“醉卧沙
场君莫笑”的旷达，为我们留下
了脍炙人口的诗篇？

所以，当我们探访这条被层
层叠叠的历史碾过，留下斑斑驳
驳名人身影的千年古道，让岁月
记忆的橱窗为我们一扇一扇打
开的时候，国字宋河也成了大家
一路相伴、添趣助兴的朋友。每
到一天投宿地，仿佛安顿于当年
的古驿站，大家如释辎重，举杯
推盏，“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
出换美酒”，成为每天最为豁朗
舒心的时刻。每个人都会侃侃
而谈，交流一天的感受，回味沿
途的景点，酒让大家忘却了一身
的疲惫，又让大家神游无限，展
开翱翔的空间……

行走西域，你无法摆脱历史
的影子，2000多年前，传说骠骑
将军霍去病将御酒倾入山泉犒
赏三军，于是后人们便永远陶醉
于酒的意境里。瓜州、凉州、张
掖、酒泉……这里每座城的名字
你都可以从唐诗中找到与酒相
关的诗句。“我愿东海水，尽向杯
中流”，“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
湄”，“一酌千忧散，三杯万事
空 。 放 歌 乘 美 景 ，醉 舞 向 东

风”……美酒与诗相互映衬、相
得益彰。也只有身在西域，你才
能真正体会的到酒的神奇、酒的
魅力。每当我们完成采访援疆
项目，与那些河南援疆干部一起
同饮“宋河美酒”，一声“碰杯”一
饮而尽时，点点滴滴在心头的，
是故乡的气韵，是男儿的气色，
是浑然的气魄。

西域的浩瀚与广袤，天山
南北的旎丽与辽远，给我们留
下难忘的印象，尤其是那里的
劲风，就像大自然发自肺腑的
歌吼不绝如缕，无论你伫立在
千年胡杨林，还是徜徉在草原
牧场，那多情的风，那粗犷的风
总会撩动你的额发，扬起你的
衣裳，让你沉醉在异乡，让你无
端想起美酒的醇香与缠绵。在
鸣沙山、在敦煌、在嘉峪关、在雅
丹魔鬼城、在一片列阵的巨型风
车面前，西域的风如歌吟如倾
诉、如幽怨如长啸游荡在旷野，
回响在我们头顶，历久难忘。在
哈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一次
急剧的气候“哗变”让我们猝不
及防，几个小时之间，气温过山
车般陡降 20 多摄氏度，盛夏变
脸严冬，让几条汉子狼狈地仰天
长叹临风瑟瑟。情急之中，想起
酒瓶，几口宋河下咽，肚火中烧，
御冷驱寒，才算挺过了艰难时
辰。大家对西域与酒的不离不
弃又有了新的体验。

豫哈丝路行，颠簸崎岖，浪
漫传奇，在短短十几天里，这一
行车队就像一支流动的部落，
伴随他们的有狂欢有畅饮，有
行吟有掌声，大家用美酒与往
事碰杯，用美酒去礼遇前贤，用
美酒来膜拜历史，在美酒的微
醺下载歌载舞……

我想，如果这次茫茫行程中
没有宋河美酒作伴，我们的回忆
中会不会因为少了那一串串清
脆悦耳的碰杯声而稍稍逊色呢？

宋河作伴走西域
——豫哈丝路行札记

丰澳·轩丽红总裁应邀“胜利日”大阅兵

9 月 3 日上午，“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 战 争 胜 利 70 周 年 ”大 会 在
北 京 天 安 门 广 场 隆 重 举 行 。
丰澳·轩丽红总裁冯团彬作为
海外华人华侨的优秀代表受
邀出席纪念大会。大会结束
时冯团彬在接受首都媒体采
访时表示，能够现场参加纪念
大会不仅是他个人的无上光

荣，也是丰澳·轩丽红的无上
光荣。丰澳·轩丽红在 4 年的
运营中，开创了多项河南省进
口酒第一，获得了多项国际、
国内重要大奖，作为中国酒商
500 强，下一步要形成覆盖全
国的营销网络，争做中国进口
酒主导品牌，为中国的葡萄酒
行业健康发展做出更多更大
贡献！ （孟莉）

冷谷红喜获十八届中国农洽会金质产品奖

9 月 6 日上午，由河南省人
民政府主办，农业部支持，河南
省农业厅、驻马店市人民政府
承办的“第十八届中国农产品
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驻
马店开幕。

此次盛会，冷谷红葡萄酒
股份有限公司凭借可靠的产
品质量、较高的社会美誉度赢
得了使用者与参评专家一致
青睐，喜获“第十八届中国农

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
金质产品奖”。

据了解，公司参评的商丘
市第四届非物质文化遗产酿造
工艺酿造的冷谷牌赤霞珠干红
葡萄酒，品质精良，品位高雅，
内涵丰富，包装精美，甘而不
甜，爽而不淡，绵长而尾净，丰
满而协调。此项大奖，充分证
明了冷谷红葡萄酒不凡的产品
品质。 （崔娜）

泸州老窖侵权“礼享”商标再被起诉

日前，泸州老窖股份有限
公司商标侵权“礼享”商标案新
闻通气会在郑州举行。礼享商
标持有人田晓明在会上透露，
已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
起诉状，第二次将河南亿佳实
业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泸州
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泸州老窖
柒泉金池酒业有限公司因商标
侵权一案告上法庭。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已于 8月 21日受理
了此案，并决定于 10月 15日正
式开庭。

据原告代理律师介绍，去
年 5 月 18 日，原告田晓明起诉
上述公司侵犯其礼享商标权。
经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依法判令被告停止侵犯原告商
标专用权，且该判决已于 2015
年 7月 5日正式生效。然而，判
决生效后，被告并未停止所有
相关侵权行为。

本次起诉，原告田晓明仍
然要求被告停止侵权，并首次
向法院提出了被告给予 300万
元的赔款请求。 （雯雯）

9 月 8 日，由河南华磊实业有限公
司全额投资的“茅台酒文化展览馆”正
式开门迎宾，贵州茅台酒股份公司、茅
台河南省区领导及社会各界代表 100多
人参加了仪式。

据介绍，茅台酒文化展览馆位于郑东
新区核心高铁商务区，建筑面积 620平方
米，其中包括1957年-2015年茅台老酒展
厅、国酒茅台文化展厅、酿酒工艺展示区、
品酒区、茅台红酒区、收藏区、鉴赏区、个
人定制中心等，是中原首家以茅台酒文化
为主题的展览馆，将辐射整个河南省乃至
中原地区的茅台酒忠实消费者。展览馆
今后将常年举办茅台酒工艺展、精品茅台
酒展览、茅台书画展及茅台酒的品鉴会服
务等各类展览及讲座，还定期策划组织专

题展览，并举办文化
交流讲座活动，开展
咨询、鉴定以及个性
化定制业务。同时公
司自建有 8万平方米
仓储，其中 1 万平方
米做茅台酒客户储存
专用库，可为茅台消
费者提供茅台酒储存
业务。

据 河 南 华 磊 实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孔
磊介绍，茅台酒文化
展览馆侧重开放形式，强调人与历史的
沟通，突出茅台酒文化的亲和力，让消费
者不出河南就能感受到茅台酒的神秘，

酿造工艺的独特以及绿色有机的生产环
境，同时更是以国酒茅台的文化、工艺和
内涵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王晴）

8 月 30 日，以“转型与机遇”为主题的“2015 苏鲁豫皖白酒高峰论坛”在江苏淮安开幕。
来自全国的著名行业专家、经济学家、四省协会领导、品牌传播专家，包括宋河、仰韶、杜康
在内的苏鲁豫皖四省重点生产企业与实力派酒类流通企业代表、媒体记者共同出席大会，
共商“新常态”下苏鲁豫皖四省白酒在行业格局重置期的发展方向与模式。

茅台酒文化展览馆开门迎宾

宋河：实现华丽转身 靠的是实力 杜康：创新引领 打造生态文化名酒

9 月 8 日上午，河南省陈州酒业乔迁开业暨陈州府诗
书酒道文化馆开馆仪式在淮阳县举行，中国著名白酒专
家梁邦昌，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总工赵书民等著
名白酒专家，全国各地媒体记者、书画家、陈州府酒各地
经销商 500多人到会祝贺，并一同见证陈州酒业乔迁开业
和陈州府诗书酒道文化馆开馆。

河南省陈州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宋云霄说：“通
过八年的不懈努力，陈州府酒走上了一条不平凡的发展之路，
陈州府诗书酒道文化馆，融合了淮阳区域文化、伏羲文化、陈
州文化、诗画文化、酒文化、旅游文化、餐饮文化为一体的综合
性白酒酒庄体验中心，来到这里的每位消费者，都是陈州府酒
的朋友，更是传播陈州文化、淮阳文化、伏羲文化的使者。”

在活动当天，与会专家品评了陈州府酒。同时，陈州
酒业不仅被河南工业大学授予“河南工业大学研究生教
育创新培育基地”，还被河南省酒文化研究所授予“河南
省酒文化研究所陈州府研究基地”。 （秦雯）

陈州府诗书酒道文化馆开馆

□余 会

本期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