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在第二届商丘食品博览会
开幕当天，2015 冷谷红品牌战略发布
暨新品推介会在商丘召开。来自全国
各地经销商代表参加了推介会。

冷谷红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位于
黄河故道腹地、民权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目前是河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河南省质量立企科技创新
优秀企业、河南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河南省时代先锋十大爱心企业。

在推介会上，冷谷红葡萄酒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耿红伟就冷谷红近几
年的发展情况及下步发展规划、营销

战略规划及新品向大家进行了介绍。
多年来，冷谷红以创造民族品牌

为己任，以酿好酒、出尚品、出精品为
目标，高擎光复黄河故道葡萄酒产业
的大旗，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
发展，以品牌赢市场的宗旨，积极与多
家科研院所合作，研发新产品，强力打
造冷谷红品牌，成为黄河故道葡萄酒
产区的扛鼎者。

推介会现场，参加本次推介会的
代理商、经销商代表及媒体记者品鉴
冷谷红新品后，对于冷谷红酒品给予
高度评价。 （崔娜）

冷谷红：做好品质 做强品牌

11 月 27 日，由南方都市报
主办的“2015 年度中国营销盛
典”在广州地标建筑小蛮腰盛
大举行。

本届盛典从 9 月开始，历
时 2 个多月，邀请国内主流媒
体主编与中国营销界、广告界、
学术界资深专家组成独立评委
团，通过媒体面向社会，公开、
免费征集营销人物案例，通过
网络投票、短信投票以及专家
投票产生年度十大营销人物。

经过激烈角逐，洛阳杜康控股
总经理王鹏荣获中国十大营销
人物。

在王鹏的掌舵下，思念食品
多年来引领速冻食品行业的创
新风潮，现在同时挂帅杜康控
股，他依然坚信天下武功唯“创
新”不破。从推出有 100%虫草
粉的杜康 1 号到专门针对年轻
消费群打造“青春小酒”杜二，王
鹏正在引入快消行业的创新思
维改造传统的白酒业。 （韦伟）

随着经济调整的
深入和市场竞争的加
剧，任何商业组织都在
期望和消费者更亲近
一些，作为渗透消费生
活极深的酒类而言，尤
其如此。不过在酒类
业内人士看来，当酒类
在多重压力和冲突之
下的产业调整从解构
走向重构，品类创新再
次成为企业营销变阵

的一项利器，以期让消费者在琳琅满目的酒
类品牌中清晰识别，继而成为忠实的粉丝。

宋河酒业提出的“自然香”概念，正是基于
这样特殊的市场背景。然而“自然香”概念的
提出，是与浓香、酱香、清香一样，基于酿造工
艺和酒体风味的分类，还是从文化消费的角度
对传统白酒品类加以创新描述？宋河酒业总
裁王祎杨说，自然香既不能简单归属于对工艺
和产品的区隔，也不是粗浅的文化营销，而是
对宋河酒业品类优势、品牌主张、消费取向，乃
至企业文化、价值坚守的综合表述。

白酒酿造源于道法自然

“香型越来越多，会让消费者在选择的时
候无所适从。越来越多，就会良莠不齐，反而
会损害正常的消费权益。”王祎杨认为，如何与
消费者对话、交互是当前酒类产业调整最核心
的课题，无论是行业内的创新策略，还是对产
业发展态势的判断，都应当以产业与消费者、
企业与公众的关系为最基本的判断依据。

“自然香”并不隶属于某种特色的香型，王

祎杨说，提出自然香的初衷是为了让消费者能
够非常简单而又清晰地了解传统酿造白酒的特
质，以及其所承载的博大精深的文化传承和酿
造技艺。“但这些恰好与宋河酒业的企业文化和
品牌主张又是高度契合的。”王祎杨补充到。

诚如王祎杨所言，中国的酿酒文化从起
源到发展均与道家哲学密切相关，这在中国
酿酒科技发展史上也有大量的史实依据。《道
德经》里有一句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而白酒作为中国传统的酿造业，
其原本的生态酿造过程，用道家的话来讲，就
是天地人三力合一的结果，符合道法自然的
最高境界。

“宋河的酿酒极其讲究，用道家的话讲，
就是天人合一，从酿酒所用的水，酿酒原粮的
选择，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创新，宋河的自然香
就是在整个酿造过程中自然生成的一种香
气。”王祎杨介绍，宋河作为产于道家始祖老
子故里鹿邑的国家名酒，数千年得以传承的
核心经验，就是把道法自然的文化融入酿酒
和经营之中。因此才有了“老子故里酒，道法
自然香”的说法，宋河酒自然香的形成，不仅
深受老子传统道法自然文化的影响，也是宋
河人顺势而为，主动创新的体现。

白酒生产的生态属性决定了白酒在酿造
过程中，要不断吸纳天地灵气、凝练五谷精
华，天然质朴、内涵厚重，生产方式和消费属
性都比较符合现代环保的理念。宋河的酿酒
技法本身，就是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在白酒
酿造中的集中体现。宋河的酿酒技艺深受老
子文化的影响，从原料选择到商品出厂，整个
生产过程都坚持道法自然的原则，自自然然
地发酵、自自然然地蒸馏、自自然然地储存、
自自然然地生香，然后把自然形成的酒体风

味完美地呈现给消费者，让消费者自然而然
地体味道法自然的消费文化，整个过程不苛
求不强求，不人为干扰，更不会拔苗助长。

“当然，道法自然是很高的哲学境界，道法
自然的酿酒技艺也必须依靠酿艺高超的酒
师。”王祎杨很自豪地说，宋河酒业拥有目前河
南省唯一的中国首席白酒品酒师李绍亮，他将
道法自然的酿酒文化发挥到了极致，不仅将传
统的白酒酿造技艺与鹿邑当地的生态环境完
美融合，而且博观约取，不断丰富和发展宋河
的酿酒工艺，以适应时代消费的变化趋势。

一切法则均着眼于消费

企业的经营和策略必须要顺势而为，顺
应整个大市场的趋势，顺从消费者的需求变
化。以宋河酒业在市场竞争中所感受的变化
为例，王祎杨认为消费者的变化是多方面的，
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渠道的变革、消费群体
的迁移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消费者的口感
需求上。所以她提出，白酒所面临的不仅仅
是业内的竞争，而是整个酒类市场，甚或可以
延展到整个饮料行业。“喝饮料长大的一代
人，白酒在他们的生活习惯中扮演什么角
色？起到什么作用？未来是否会成为白酒忠
实的消费群体？”所以她认为，消费者的口感
偏好、消费习惯、购买场所、消费行为都在发
生较大的变化，这是所有白酒企业必须要考
虑的问题，而随着市场调整的继续深入，市场
消费会集中在几个较强的品牌上，而较强的
品牌一定是消费者熟悉和容易认知的。

“现在是消费者主权的时代，在消费者的
心里面，对于一个企业的认知首先是品牌。
但品牌和品类在消费者认知过程中的作用是

相辅相成的，它直接影响产品的品牌定位、市
场定位、企业定位，以及如何创新和强化在消
费者心中的定位。不管是白酒行业，还是其
他行业，一个优秀的品类，或者处于品类领先
的品牌，更容易赢得消费者的认知。”

“宋河旗下的国字系列是自然香的经典代
表产品，在市场上深受消费者的欢迎。”王祎杨
说，宋河酒业秉承道法自然的经营理念，为消费
者酿造高品位的自然香美酒，也希望得到消费
者更多地支持与认可。

同时，王祎杨承诺，宋河酒业将作为自然香
的首创和领军品牌，一贯坚持走亲民路线，从酒
的产品研发、价格制定、包装设计、渠道优化，乃
至品牌塑造和工艺创新，均从消费者的角度出
发，从消费者中来，到消费者中去，认真与消费
者沟通，不厌其深、不厌其广、不厌其久，“一定
会自自然然地走进消费者的内心”。

“当产品回归消费，市场回归理性，企业回
归传承，很多浮躁的东西就会烟消云散。”宋河
酒业一直在孜孜不倦探索和尝试各种与消费者
深度沟通的方式，正是基于这样的传统，宋河是
第一批积极拥抱互联网的名酒企业，而且当时
就提出“打造互联网第一名酒”的目标。

“酒类企业拥抱互联网，绝不是增加一个
电商渠道如此简单，因为酒业的‘互联网+’在
本质上是因为消费者正在养成在网上购物，
在网上了解消费知识和产品信息的习惯。要
想在互联网上有所作为，前提是要尊重消费
者，利用一切互联网的技术和平台与消费者
进行沟通。现在的网民可能还不是白酒的主
流消费人群，但未来白酒的消费群体却完全
可能成为网民。”王祎杨表示，宋河酒业对于
互联网化的探索一直没有变，而且将来会更
加努力。

11 月 25 日，中国建设银行
金融电商对接会在牡丹花城洛
阳隆重举行。

近年来，供销系统和建行
系统合作密切，丰澳·轩丽红顺
利入驻中国建行·善融商城，并
取得了优异的交易成绩。在当
天善融商城对接会上，河南丰
澳实业作为葡萄酒典型示范企
业一枝独秀、硕果累累，受到省

内外众多采购商、供应商热烈
关注，2小时签约订单金额多达
289万元。

会议现场，丰澳实业总经
理袁威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唯
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
城。”丰澳·轩丽红在善融商城
线上销量第一，现场订货也是
第一，可谓是丰澳·轩丽红，红
透一座“城”。 （秦雯)

丰澳实业牵手建行举办金融电商对接会

11 月 27 日，由河南省工业
经济联合会主办的“2015 年河
南工业经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发布会”在河南人民会堂召开，
包括仰韶在内的多家企业联袂
登场发布社会责任报告，集中
展现了豫企的责任与情怀。

因坚守品质营销，勇担行

业与社会的双重责任，仰韶酒
业喜获由河南省工业经济联合
会会长王明义签发的“社会责
任报告发布证书”。

会上，河南仰韶营销公司
总经理卫凯针对企业的基本
情况、社会责任报告两方面作
了主题演讲。 （谢转华）

仰韶获河南省“社会责任报告发布证书”

为 给 广 大 市 民 营 造 一 个
“和谐、便捷、安全、祥和”的节
日购物环境，由河南玖达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承办的“2016 河
南省糖酒食品年货购物节”将
于 2016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5 日
在郑州中原国际博览中心隆重
举办。

购物节共 7 天时间，展销
面积达 10000 平方米，设计总
展位数 400 余个，精心设置了

品牌酒类、冻食肉类、特色食品
和综合年货四大主题展区。

郑州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组委会作为本届“购物节”的支
持单位，在现场设置了“小门
票，大惊喜”、“逛年货盛会，抢
万元红包”等丰富多彩的互动
活动。另外，组委会将印发 50
万元现金券随门票一同发放，
消费者可凭现金券直接购买参
展的商品，全场通用。 （辛莉）

郑州将打造一站式年货购物节

日前，河南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
司与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签订校企
合作协议。从今年开始，赊店老酒公
司将作为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外
实训、就业基地和试点企业，合作招收
三年制普通专科层次学生。

所谓“现代学徒制”，是根据教育部
有关规定，校企双方本着“优势互补、资
源共享、互惠双赢、共同发展”的原则而
建立的校企合作招生、合作育人、合作
就业的新机制，旨在结合企业用人需
求，为企业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近年来，随着企业做大做强步伐加

快和上市的需要，对各类人才的需求越
来越迫切。公司制定了“十百千”人才
战略计划，即在未来几年，引进十名以
上博士、硕士专业人才，百名以上本科
毕业专业人才，千名以上技能型实用型
人才，并在创办赊店商学院加强对专业
技术骨干、管理骨干培训的同时，充分
利用有关院校的师资优势、教学优势和
专业优势，积极探索校企合作培养人才
的新途径。目前，已与多所院校建立了
合作关系。

这次赊店老酒公司与河南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合作，双方就合作原则、合

作方式及内容、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及合作办学、实训基地建设合作等方
面达成共识。据悉，双方商定，从今年
开始，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将为企
业开设市场营销专业班，计划为企业
招收 50-80名学员。

据公司总经理李刚介绍，公司将
珍惜这次机遇，充分利用和发挥河南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资源优势，推进
校企务实合作，在合作招生、合作育
人、合作就业方面探索新路，为企业快
速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

（徐德权 吴海娇）

推行“现代学徒制”

赊店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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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海观澜消费归简 遵从自然

日前，洛阳杜康控股因迎来了重量级客人到访而备受
行业瞩目：原四川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中
国白酒金三角酒业协会理事长王少雄，四川省政府参事、四
川中国白酒金三角酒业协会会长王国春（原五粮液酒厂总
经理），四川省经信委酒业发展处处长杨建，四川省酿酒研
究所所长吴东亚等一行十多人，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
品工业处处长张黎明，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洛阳杜
康控股有限公司魏宝林、张献敏等陪同下，到杜康考察、交
流、调研白酒产业。

拜祖寻根 嘉宾叹服神奇杜康

考察团首先参观了杜康造酒遗址公园。杜康造酒遗
址，是中国秫酒的发祥地，也是中国酒文化的摇篮。在这
里，王少雄、王国春对此处特殊地理玄武岩地貌及富含多种
微量元素的清冽碧透杜康古泉水质表示由衷地感叹，终于
明白为什么杜康选择此地酿造秫酒，王少雄到杜康泉，亲手
接清澈的泉水在手中感受杜康泉水的神奇。

在酒祖殿前，王少雄一行敬瞻杜康塑像，庄重地带上
绶带，整好衣冠，敬酒祭拜酒祖杜康，期望酒祖杜康庇佑
中国白酒事业繁荣辉煌。接下来，还参观了华夏第一窖，
感受厚重的杜康文化。

在“四川·河南白酒行业交流座谈会”上，王少雄介绍了
四川白酒行业发展状况，原五粮液酒厂总经理王国春讲述
了五粮液酒厂成功的宝贵经验以及四川白酒行业发展思
路。他们对杜康酒文化的深度挖掘表示高度赞同，对杜康
目前的工作重点“提升产品品质、塑造产品品牌以及服务产
品营销”表示肯定。杜康文化名震国内，驰誉五洲，他们很
高兴来到杜康控股感受厚重杜康酒文化，四川酒协将协同
河南酒协帮助杜康、帮助整个河南白酒行业走向辉煌。

传统+创新 双擎战略引领杜康腾飞

此次杜康凭什么赢得四川白酒大咖、豪华考察团的
到访交流？

近几年，杜康在各级政府领导以及河南省酒业协会的大
力关怀与支持下，实现了快速崛起，引领着豫酒强势崛起，扛
起了复兴豫酒的大旗。杜康赢得了市场，赢得了消费者，也赢
得了中国酿酒黄金产区——川酒的尊重。

杜康的快速崛起，与“传统+创新”的双引擎战略密不可
分。“杜康拥有辉煌的历史，也有令人惋惜的过去。但要在全
国消费市场实现浴火重生,必须构建一套与时俱进的创新体系
做支撑。”这是洛阳杜康控股销售公司总经理马金全的答案。

自杜康新领导团队成立以来，调结构、塑模型，在白酒行
业率先导入精益化管理理念、实施696营销思维工程及“1+
4+N”模式，力推杜康一号、青春小酒杜二等战略性新品，一
系列频频有力的动作实现了市场的逆势复苏。

（张领军）

日前，中国酒业协会白酒
分会技术委员会（扩大）会议在
北京召开。中国酒业协会、江
南大学、中国食品发酵研究院、
中国农业大学、中科院成都生
物所，以及包括仰韶在内的全
国知名白酒企业代表等 300 多
人参加了会议。

河南仰韶酒业博士后研发
基地选送的三篇论文“夏季仰
韶陶香型中高温大曲曲表和曲
心指标动态演变的研究”、“应
用 HS-SPME 和 GC-MS 浅析仰
韶陶香型白酒中挥发性成分”
与“寒暑季节仰韶陶香型大曲
指标差异性的研究”入选本次
会议优秀论文选集。

其中“夏季仰韶陶香型中
高温大曲曲表和曲心指标动态
演变的研究”，被作为典型论文
进行技术交流，这也是豫酒企
业中唯一一个入选的白酒企
业，也获得了在场国内白酒专
家的高度称赞。

仰韶酒业博士后研发基地
办公室主任樊建辉代表企业分
别从以下两大方面对仰韶陶香
型进行阐述：

仰韶陶香型的定义——仰
韶陶香型白酒是指在仰韶地域
自然环境、生产原料、酿造工艺
等因素的前提下，生产的兼有
浓、清、酱、芝四种香型的白酒，
其酒以幽雅的酱香和浓郁的窖
香为主体香韵，细腻的芝香和净
柔的清香为载体，满足了广大消
费者全方位饮酒舒适度的需求。

仰韶陶香型大曲的研究方
向——以仰韶陶香型白酒酿造
用大曲为样本，以制曲各阶段
曲表、曲心理化指标动态变化
为研究对象，探索夏季制曲过
程中陶香型中高温大曲理化生
化特性变化的规律，从而为仰
韶陶香型白酒酿造大曲制作的
优化提供依据，为推动中国白
酒风格差异化及陶香型白酒品
质提升提供技术支持。

据悉，中国酒业协会白酒
分会技术委员会（扩大）会议是
全国白酒企业最高规格的一次
技术交流盛会，本次参选标志
着仰韶酒业科研创新能力的提
升，也为推动仰韶陶香型白酒
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技术
基础。 （黎明）

王鹏荣膺中国十大营销人物

——宋河酒业自然香白酒的探索思考

拜祖寻根秫酒地
建言献策谋发展

——四川酒业专家到杜康考察调研白酒产业

入选优秀论文集、作为典型交流

仰韶陶香技术论文获好评

11 月 28 日，茅台酒荣获巴
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100 周年
河南站庆典活动在郑州举行。
河南省茅台酒经销商及嘉宾等
200多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2015 年是国酒茅台荣获巴
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100周年纪
念。为此，茅台集团从 2014 年 7
月开始，在国内外举行一系列主
题为“香飘世界百年·相伴民族复
兴”茅台酒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
会金奖100周年庆典活动。

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
河南省区经理吴程在欢迎辞中
说，百年来，一直感谢茅台先辈们
的勇气与远见，让贵州茅台迈出
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正是这可

贵的第一步，让茅台找到了努力
的信心和方向，以精益求精的精
神和求真务实的态度，从小作坊
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民族品
牌和香飘世界的国家名片。

河南省副食品有限公司董事
长、国酒茅台河南省经销商联谊
会会长王庆云在致辞中表示，茅
台酒的发展离不开广大消费者的
关心和支持，并代表所有茅台酒
经销商承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据悉，河南是茅台金奖百年
国内庆典的其中一站，“香飘世
界百年·相伴民族复兴”茅台酒
荣 获 巴 拿 马 万 国 博 览 会 金 奖
100 周年庆典还将在各省巡回
举行。 （本报记者 申明贵）

香飘世界百年 相伴民族复兴

11 月 26 日鸡公山酒业封
坛盛典在鸡公山酒业酿造广场
隆重启动。

鸡公山酒封坛大典严格依
循中原传统礼仪进行，“许愿祈
福、宣读祭文、礼送五谷、抛洒
五谷、盛世封坛”等环节环环相
扣，文化韵味浓郁，也反映了鸡
公山酒业对“传承古酒文化，酿
造生态美酒”这一历史使命的
不懈坚持。

为 了 鉴 证 鸡 公 山 封 坛 酒
的顶尖品质，鸡公山酒业特邀

中国白酒行业知名专家们对
鸡公山封坛酒进行品质认证。

活 动 现 场 ，短 短 几 个 小
时，原本限量“66 坛”的珍藏原
浆就被认购一空，鸡公山私人
封坛酒的预定量远远超出限
售总量。谈及此次封坛酒认
购异常火爆的原因，鸡公山酒
业 营 销 负 责 人 李 万 山 表 示 ，

“感恩和分享是中国人情感的
主要诉求，传统观念的坚守和
流传，是当今封坛酒供不应求
的原因。” （秦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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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公山酒业举办 2015年感恩封坛大典

□高丽艳

——茅台“金奖百年”河南庆典活动举行

宋河酒业总裁
王祎杨

四川酒业专家拜谒酒祖杜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