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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因酒醉，名酒竞风流。
10 月 29 日—31 日第 93 届全国糖酒商品

交易会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糖酒
会是糖酒会史上第一次在南京市举办，同时也
是时隔五年之后再次回到华东地区，因而受到
了全国客商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据糖酒
会组委会的不完全统计，本届糖酒会商品成交
总额为 218.5 亿元，其中，酒类成交总额为
112.6亿元。

主流名酒企业糖酒会纷纷发声，释放积
极信号。贵州茅台酒经销商大会上，贵州茅
台酒销售公司总经理王崇琳提出，茅台酒是
最好卖的酒，同时也呼吁经销商积极转变理
念，不能再躺着卖茅台酒。这反映了茅台酒
推进渠道转型的积极信号。剑南春在今年秋
糖会上的发声最引人瞩目。在经销商大会
上，剑南春提出了“十三五规划”，到 2020 年
实现百亿目标。而泸州老窖继 8 月份发文启
动产品梳理、品牌体系重塑以及品牌事业部
改革之后，以“史上最大规模”的阵势参展，在
南京糖酒会上向全国经销商表达了改革的决
心，传递了持续发展的信心。

本土酒企主场高规格参展。本次糖酒会
成了江苏本土白酒品牌洋河和今世缘的主场，
自然，本土品牌也以捍卫主场的方式向全国经
销商传递了自身强大的存在感。洋河不仅联
合糖烟酒周刊杂志社等高调举办了 4 场高峰
论坛，吸足了全国经销商的眼球，而且其还在
南京市区重要地段密集投放户外和路牌广告，
占据了经销商的视野。今世缘虽不及洋河的

“统治力”，但其提出了做中国喜庆产业整合者
和领导者的发展目标，也让人眼前一亮，让经
销商看到了更具雄心和战略眼光的今世缘。

创新主题论坛活动引领行业趋势。糖酒
会上，除了品牌和产品之外，几大创新主题活
动可以说引领了本次糖酒会的舆论风向和热
点话题。会议期间举办了诸如“大势·五年”
2015 首届中国酒类食品产业经济年会、“‘重’
塑产区品牌，‘数’读白酒未来”主题论坛、
2015 首届中国喜庆产业峰会、“发现品类的价
值——中国酒业品类发展论坛暨品类冠军颁
奖盛典”等近 50 场不同层次、不同行业、不同
规模的配套活动，受到与会人员的高度评价，
为行业发展指明方向。

宋河粮液自然香香醉全国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1 号馆，来自河南的

宋河酒业特别引人瞩目，以鲜艳喜庆的中国
红为主色调的展厅里，百花齐放般华美绽放
的宋河产品更是吸引了众多厂商及媒体，大
家纷纷拍照留念、争相洽谈。据了解，此次糖
酒会，宋河是全产品展出，国字系列、窖藏系
列、金奖系列、淡雅系列、共赢系列、鹿邑大曲
等华彩亮相；宋河扣扣、嗨 80、嗨 90、青瓷原
浆等线上专销产品也走下网络；第一次亮相
的宋河生态小酒一经展出，“高颜值”的瓶子
立即得到了全国客商的青睐，大家纷纷要求
现场品鉴，一时场面火爆难控。

展场之外，宋河同样收获着喜悦。10 月
26 日，在“发现品类的价值——中国酒业品类
发展论坛暨品类冠军颁奖盛典”上。宋河粮液
自然香在“中国白酒香型品类领军品牌”榜上

排名第四，获“中国白酒香型品类领军品牌”，
一时惊艳全国。10月 29日下午，“‘重’塑产区
品牌，‘数’读白酒未来”全国糖酒会主题论坛
上，宋河酒业作为黄淮名酒带上豫酒的代表企
业，被邀请参加，宋河，为豫酒正名。

10 月 27 日，宋河总裁王祎杨女士在入住
的酒店南京涵月楼受到来自省酒业协会，河
南日报、新食品、糖烟酒周刊、国家名酒评论、
东方酒业等省内外 30 多家媒体的集体约访，
提到宋河前三季度的业绩时，王祎杨透露，在
宋河扎实的产品策略下，即使在行业深度转
型期，宋河的高端产品国字宋河一直稳步增
长，2015 前三季度较之去年增长达 13%，秘
藏、金奖 1988 等中端产品更是创造了 26%的
高增长，而且每个市场产品都是自然动销。

蒋辉秘书长在座谈中总结说，宋河粮液产
于老子故里，因为老子，足以让宋河在成为全
国知名品牌的道路上，一直占据文化制高点。
可以说，最能代表豫派风格的酒类香型，就是
自然香，而河南，就应该是自然香的地方！

仰韶糖酒会喜摘两项大奖
10 月 26 日，“发现品类的价值——中国

酒业品类发展论坛暨品类冠军颁奖盛典”
上。作为豫酒的独立自主香型，同时也是中
国白酒的第十三种香型，陶香型白酒彩陶坊
勇夺“中国白酒香型品类领军品牌”大奖；因
曾带队研发出陶香型彩陶坊酒，改变了中国
白酒原有的香型品类格局，河南仰韶酒业董
事长侯建光与季克良、沈怡方、宋书玉、高景
炎等六位中国白酒专家，同获“中国酒业品类
建设功勋人物”奖。

从产地识别到板块识别，从品牌识别到
品类识别，中国白酒伴随着个性化消费的递
进，已迎来品类制胜时代。正是基于时代机
遇的准确把握，自 2004 年接任仰韶酒业董事
长以来，科班出身的侯建光就开始带领科研
团队进行技术攻关，从事“陶质材料用于白酒
生产工艺技术研究及产品研制”的工作。

多年来，在侯建光的领导下，仰韶酒业通
过科技创新与传统工艺的结合，独创了“陶池
发酵、陶甑蒸馏、陶坛老熟、陶瓶储存”的四陶
工艺，由此酿造出来的彩陶坊酒，被国家白酒
权威专家组评定为中国白酒的第十三种香型

“中华陶香型”，开启了豫酒拥有独立自主香
型的先河。

组委会在颁奖词中对侯建光等获奖者这
样评价：他们为中国酒业品类发展做出了历
史性贡献，他们将青春年华和热血汗水献给
中国酒业，他们立足国内，放眼全球，借鉴一
切先进成果为我所用，为酒业发展服务。

杜康新品火 现场签约忙
在今年糖酒会上，杜康展出的产品除了

酒祖杜康与绵柔杜康两大系列产品以外，几
款新品包括酒祖杜康绵柔原浆系列、杜康 1
号和杜康 2 号也纷纷亮相，正是凭借这几款
新产品，杜康赚足了眼球。

在糖酒会现场，杜康 1 号吸引了众多观
众，现场观众、客户都对杜康 1 号配备的一支
100%虫草粉异常关注，在一番品味后，纷纷
爱上了这款“中国最有体验感”的白酒。另

外，杜康 1 号的豫剧脸谱形象吸引了不少眼
球，在今年“618”杜康经销商大会上，杜康控
股总经理王鹏表示，“越传统、越现代”，杜康 1
号是中国最具现代气息的白酒。

在展会现场，杜 2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它
是一款针对年轻消费者的小酒，分为 150 毫升
和 248 毫升两种规格，瓶型设计时尚、前卫，吸
引了很多人驻足询问。另外，绵柔原浆系列产
品则从口感上征服了消费者，杜康销售公司总
经理马金全表示，“真原浆，更绵柔”的口感风味
满足了消费者健康饮酒的新需求。他进一步表
示：“杜康控股的新品是与时俱进的战略性调
整，更加贴近市场，更符合消费者需求。”

产品的创新求变，引来的是瞩目与关注，
据工作人员反映，仅仅 2 天，杜康就吸引了数
百位意向客户，甚至有客户现场签单。

口子酒：踏实做酒，真诚参展
作为中国兼香型白酒的代表品牌，口子

窖积极筹备参展本次糖酒会。口子人相信，
最好的展销是产品自身。本着踏实做酒，真
诚参展的宗旨，口子窖展区沿用其品牌元素
中的中国风，以中国红为主体色调，并打造出

“口子窖福禄葫芦瓶”形状的巨型博古架。酒
美情浓，古色古香，口子窖与糖酒会在金秋南
京碰撞出精彩的火花。

本次口子酒业参展产品以口子窖系列、
口子美酒系列为主，现场图文并茂再结合工
作人员的介绍，向民众展示了悠久的企业文
化和酿造历史。品饮活动吸引了众多的参展
嘉宾参与，一位来自福建的客商饶有兴致地
品尝后表示：“口子窖与其他白酒的香型体验
大有不同，口感层次丰富，多种香型的特点兼
而有之，而且十分协调。”现场多位资深白酒
爱好者也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浓头、酱尾、中
间清，喝口子窖，众口不再难调。”

确实，口子窖酒的兼香工艺是“一步法工
艺”，口子窖的兼香独特之处在于，并非单纯
将“浓香”与“酱香”简单结合，而在其中融入
了“芝麻香”、“清香”、“豌豆香”等多种香型，
口感独特、层次丰富、妙聚五味。

凭借着真藏实窖的稳定品质、更适宜现
代人的产品口感，近年来口子窖引领兼香型
白酒发展，在细分行业具有领先优势。基于
此，口子酒业于 2009 年被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批准为中国白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兼香
型白酒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

冷谷红187干红干白葡萄酒受青睐
在本届南京糖酒会上，冷谷红葡萄酒展

出的产品主要有冷谷红 187ml 干红干白葡萄
酒、冷谷红 187ml 高白藜芦醇葡萄酒、冷谷红
十二星座版葡萄酒等多个系列产品。产品高
端大气，口感纯正，可跟大品牌媲美。另外每
款产品均推出有礼盒包装，可以满足秋冬季
节消费者送礼之选。

此次糖酒会期间，冷谷红三个展厅人员络
绎不绝，现场签约订单近 40 个，意向客户 100
多个，可谓收获颇丰。同时在 10 月 28 日举行
的一场“让世界爱上中国葡萄酒”为主题的系
列活动上，来自黄河故道产区代表冷谷红葡萄
酒总工耿红玲被评为“最具潜力酿酒师”。

名酒宋河彰显豫酒风范

“功勋人物”为豫酒增光

杜 1、杜 2赚足眼球

老外爱上中国红酒

“真藏实窖”让人醉

●● ●● ●●

特别关注

金陵因酒醉 名酒竞风流
——第 93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侧记

本报记者 申明贵

日前，从中国食品名城漯
河标志产品评选活动组织委员
会获悉，富平春酒业所生产的
贾湖酒被评为中国食品名城漯
河标志产品。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漯河
市政府牵头，各县区领导及各
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漯河标志
产品评选活动组织委员会，负
责评选工作，并由中国标准化
研究院等单位专业人士组成评
选委员会进行评审。经报市政
府审核，双汇食品、南街村牌北
京方便面、舞阳农民画、贾湖
酒、临颍王岗小辣椒、繁城牛

肉、冷饭店胡辣汤、众益达冷鲜
肉、河上街系列工艺品、卫龙系
列产品、金龙系列面粉 11 种产
品被评为第一届中国食品名城
漯河标志产品。

据了解，贾湖酒荣膺漯河标
志产品上榜理由：主要特色是窖
香浓郁、绵甜谐调、尾净余长。
富平春正是 9000年贾湖文化的
继承者和发扬者。河南省富平
春酒业公司成立 40 年来，在发
扬本地传统精酿工艺的同时，积
极探索酿造新工艺、新配方，形
成了“贾湖”、“富平春”两大系列
的特色产品。 （张青峰）

贾湖酒被评为中国食品名城漯河标志产品

近年来，“干杯文化”、“拼
酒文化”，以及未成年人饮酒现
象，特别是酒后驾驶等非理性
饮酒行为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日
益突出，中国酒业协会呼吁全
社会关注理性饮酒问题，并将
每年 10 月份的第三个周五设
立为“全国理性饮酒日”。

为迎接首个“全国理性饮
酒日”的到来，10 月 16 日，作
为该主题活动河南地区的独
家承办方，河南仰韶酒业在郑
州、许昌、新乡、漯河、三门峡
五城联动，开展“理性饮酒”主
题宣传活动，派发滴滴代驾代
金券 100 万元、各种宣传资料
累计 10 万余份，呼吁健康、文
明、理性饮酒。

中国酒业协会副秘书长王
祖明、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
玉亮、河南省酒业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蒋辉、仰韶营销公司
总经理卫凯，及 21 家省内外主
流媒体代表等 100 多人齐聚省
会郑州曼哈顿广场，共同见证
了“全国理性饮酒日”大型公益
活动在中原大地的启动。

当天,豫酒企业宋河股份
也积极行动，独辟蹊径，走近消
费者，将理性饮酒的理念真正
在市民中间传播。有关理性饮

酒 的 宣 传 据 点 ，当 天 共 有 20
个，分别在河南人民会堂、国贸
360、二七广场、中原万达和曼
哈顿广场等，共发放“鹿邑大曲
老字号”小酒数万瓶，为避免人
多不好解释并照顾不能扫码的
消费者，宋河还特意印发了几
千份“理性饮酒倡议书”，供市
民取阅。河南省酒业协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蒋辉也亲临现场为
宋河公益路演点赞：“宋河在身
体力行地践行龙头企业的社会
责任，行动胜于言辞，愿宋河勇
往直前，再创佳绩，为豫酒勇挑
大梁。”

活动当天作为省内知名连
锁酒商代表大河酒城举办的

“全国理性饮酒日”活动在全省
70 家大河酒城连锁旗舰店也
同步启动。大河酒城连锁总经
理魏嘉禹在活动现场讲：“理性
饮酒、健康饮酒、文明饮酒，首
先要喝高品质的真酒，喝适合
自己的性价比高的美酒。大河
酒城连锁将推行多种便民举
措，将理性饮酒活动落到实处，
用在消费者最关心的地方。并
将持续举办“大河酒城健康大
讲堂”活动，向广大消费者普及
健康饮酒知识，推动酒水行业
良性发展。” （秦雯）

近期，河南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先后在社
旗、南阳、信阳、平顶山、开封、郑州等地举办了一系列订
货活动，场场爆满，竞相订购，特别是主导产品青花系列
和红壇系列备受消费者青睐。谈起其中缘由，公司董事
长单森林一语道出真谛：我们靠质量立身，靠优质取
胜。关键是做到了“四严”。

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产品质量。他们把产品质量当
做企业生命线和生产经营的底线，对产品质量问题采取

“零容忍”态度，坚持不懈地抓好产品质量安全。首先，
加强诚信教育和有关法律法规培训，普及质量安全知
识，增强安全质量意识，形成失去质量就失去一切的

“100+1＝0”共识。其次，持之以恒地抓好清洁生产。其
三，加大投入购置增添先进的质量检测设备，今年以来，
先后投入 300 多万元，购置了安捷伦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仪、原子吸收分光光度仪、离子色谱仪、自动进料气相色
谱仪、高效液相色谱仪、FPD、ECD 气相色谱仪等设备，
质量检测精确度准确度在省内白酒行业达到一流水平。

以严谨的流程提升产品质量。该公司成立了由董事
长亲自挂帅的质量体系领导小组；由国家级评酒委员和博
士牵头，组织科研攻关小组，围绕影响产品质量的问题，承
担课题，逐个突破。先后完成了对微生物室的改造和酿造
工艺、大曲制作工艺改进及生香酵母菌种的培育等。

以严格的检查保证产品质量。建立产品质量监管
机构，层层配备质量检查员，开展自检、抽检、送检相结
合的质量检查活动，在质量检查中倡导“吹毛求疵”、“鸡
蛋里挑骨头”，不放过一个细微瑕疵，把质量事故解决在
萌芽状态。同时，大力开展提质量创优质活动，优质品
率达 50%以上。

以严厉的措施抓好产品质量。公司制订质量事故
问责制，凡在产品质量上出现问题，对质检员、班组长、
车间主任和主管领导层层问责，视其情节给予处罚，起
到警示和震慑作用，增强保质量的压力感和责任感。今
年以来，公司产品继续保持 100%的质量合格率。

（徐德权）

10月 22日，“酒客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市启动仪式暨携
手仰韶酒业战略合作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河南仰韶酒业
注资 1000万元给“酒客来”，助其在“新三板”上市。

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副会长刘员、河南酒业协会会长熊玉
亮、河南仰韶酒业董事长侯建光、酒客来董事长鹿申，以及方正
证券投资银行、中申华寅五洲会计事务所、河南银基律师事务
所、酒客来联合股东、正一堂营销机构等代表，与省内外近 30
家媒体人士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发布会上，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就“互联网+”、连锁
经营、合作共赢、资本力量四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表示
行业协会支持、鼓励企业创新求变，进行有益探索，同时希望“酒
客来”、仰韶酒业精诚合作，实现河南酒业国内上市零的突破!

“一个是积极拥抱互联网的传统企业，一个是以 O2O 模式
异军突起的连锁电商，两者借助互联网联姻，开展战略合作，一
定会催生出更加美好的未来。”河南仰韶酒业董事长侯建光在
活动现场如此表示。牵手“酒客来”，实现了仰韶酒业的“互联
网+”化。

作为在我国酒行业里较早试水 O2O 的酒类连锁机构，“酒
客来”以“一个放心买酒的地方”为价值主张，通过移动互联网
将消费者社群化、产品社群化，转化形成“粉丝”经济，为我国酒
类行业的互联网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增添了新活力、新
动力。 （杨黎明）

注资“酒客来”

仰韶酒业开启“互联网+”模式
赊店：坚持“四严” 以质取胜

河南酒业积极行动
倡导健康饮酒

10 月 21 日,由河南省酒业
协会主办、林州红旗渠酒业有
限责任公司承办的中国林州
2015 第二届红旗渠白酒文化
节暨红旗渠酒业爱心基金启
动仪式在林州举行。中国酒
业协会白酒专家组原组长梁
邦昌、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刘员、国家酒检感
官鉴评委员会主任钟杰、河南
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及来自
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出席此次
活动。

在活动现场，红旗渠酒业有
限责任公司向林州市慈善总会
捐款 99 万元，用于资助贫困学
生、改善山区办学条件，并承诺
从今年开始，红旗渠酒业公司每
年都将封坛酒收入的 3%作为爱
心基金注入到基金账户。

据 中 国 酒 业 协 会 白 酒 专
家组原组长梁邦昌介绍，红旗

渠酒通过独特的发酵工艺和
酒体设计，不仅使红旗渠酒具
有浓香型酒的典型性，还吸取
了其他香型白酒的优点，再加
上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红旗
渠酒还具备了其他酒品所没
有的有益成分。他强调，红旗
渠酒无论在质量上，还是风格
上，都有了很大提升，真正体
现了好喝、耐喝、好受、有益的
好酒标准。

林州红旗渠酒业公司董事
长蔡彦周介绍表示，今年的封
坛无论从产品包装还是酒体设
计都不同以往，今年红旗渠酒
业共有 3 种封坛产品，主要规
格是 1L、1.5L、3L 坛装酒，无论
是哪个包装的酒，都是 60 度、
地地道道的原酒。从目前预定
的情况看，今年红旗渠酒业封
坛的数量比去年增长了 20%。

（秦雯）

红旗渠：封坛承愿 奉献爱心

厂商动态

10 月 23 日，酿酒大师定制体验馆 2015 中原推介会
在郑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500 多名主流经销商、厂家
和媒体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互联网+定制酒”与业界
朋友及专家一同探讨传统酒业的未来发展，共同开启白
酒个性化定制的蓝海时代。

中国酒业协会白酒分会副秘书长甘权，泸州老窖、
西凤酒、汾酒集团的现任中国酿酒大师、国际酿酒大师
艺术馆创始合伙人、执行董事、酿酒大师定制体验馆首
席执行官方翔，酿酒大师定制体验馆合伙人、河南卓越
机构董事长李风光等十几名行业大咖出席了此次会议。

现场特别搭建了临时的样板体验馆。高端的品牌、

艺术的设计再加上与互联网的融合，受到了现场人员的
热烈追捧，拍照、咨询、体验一个都不少。中国一线品牌
茅台、泸州老窖、西凤酒、古井、会稽山厂家领导悉数到
场，为酿酒大师定制体验馆 2015 中原推介会献计献
策。而河南一线品牌宋河、杜康、仰韶、赊店也应邀参
加，洽谈入驻的相关事宜。

酿酒大师、名酒品牌的支撑，跨界艺术的完美融合，
互联网技术的驱动，以及全方位的线下体验，让酿酒大
师定制体验馆具有独一无二的稀缺性，所以针对全国市
场，任何县市都采取独家运营的模式。正是因为其独特
的稀缺性，很多经销商在现场签订了加盟协议。（申跃）

工匠精神 定制蓝海
——酿酒大师定制体验馆 2015中原推介会圆满结束

酒海观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