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 12月 30日，“酒祖
杜康 2015年媒体恳谈会”在杜
康新办公楼举行。杜康销售公
司总经理马金全就杜康 2015
年的发展、2016年的规划等话
题与30多位媒体人沟通交流。

据杜康销售公司总经理马
金全介绍，2015年是杜康不断
调整与创新的一年，公司从产
品结构、组织架构、市场布局等
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整。在
产品方面，为了更好地满足消
费者的需求，公司对酒祖杜康
与绵柔杜康两大系列产品进行
了升级，并针对中青年的商务
消费中端价位白酒杜康 1号、
针对“85 后”的青春小酒杜二
以及针对当前消费趋势的绵柔
原浆等新品，“以酒祖杜康等传
统产品做销量，以杜康 1号、杜
二等新品做品牌”。另外，马金
全进一步表示，杜康全面导入
696营销工程和双核驱动的 1+
4+N模式，建立起了一个高效

的市场营销系统。
说到创新，杜康今年在产

品研发以及品牌推广等方面
格外吸引眼球。据公司媒介
推广部经理负责人介绍，杜康
在 2015 年的品牌宣传上有两
个关键词：聚焦与创新。聚焦
糖酒会、行业会议以及白酒旺
季等进行品牌推广，另外，在
宣传方式上有很大创新，杜康
率先在微信朋友圈里投放广
告，候车亭里以酒水实物进行
广告展示，在写字楼、机场、高
铁站等地方进行异型陈列，酷
车美女全城送酒等活动，这一
系列创新在业内外引起了不
小的反响。

经过一系列的调整与创
新，杜康引来了业界的关注，为
2016 年杜康的快速发展做好
了铺垫。马金全表示，2016
年，杜康将会增加与消费者的
互动，做出让消费者更喜欢的
白酒。 （张领军）

2015年12月24日，由河南省商务
厅、河南省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主办的
河南省餐饮住宿行业表彰大会在郑州
黄河迎宾馆举行。中国饭店协会会长
韩明、中国烹饪协会常务副会长冯恩
援、宋河股份总裁王祎杨女士与包括省
餐饮与住宿企业负责人等在内的500多
人共聚一堂，共同见证河南餐饮行业的
光辉历程。同时换届会上，宋河股份总
裁王祎杨女士当选为河南省餐饮与饭
店行业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副会长。

宋河粮液获分量大奖

在欢快的音乐和精彩的节目中，本
次表彰大会共表彰了河南省明星餐饮企
业、豫菜金牌企业、河南省明星住宿企
业、河南省餐饮酒店最佳酒水、餐饮住宿
行业功勋人物等。河南省宋河酒业产品
凭借自然香品类和过硬的品质，在盛会
上大放异彩，一举夺得“餐饮酒店酒水最
佳口感奖”和“餐饮酒店酒水最佳品质
奖”，成为本届表彰大会最耀眼的明星，
同时，宋河酒业也成为唯一一个在餐饮
行业表彰会上获奖的酒类企业。

据悉，本次表彰会上宋河能独揽两项
餐饮行业最有分量的大奖，这自然与它的
品质密不可分。就在2015年7月举办的
白酒国家评委年会上，宋河粮液系列酒

“金奖1988”和“五星宋河”两款产品双双
摘得“酒体设计奖”；2015布鲁塞尔国际烈
性酒大奖赛上，宋河酒业送样三款产品参
赛，分别为国字九号、国字六号、特制平
和，最终以100%的得奖率完胜大奖赛，斩
获金牌三枚。在品类创新领域，国字宋河

的“自然香”也已被消费者普遍高度认可，
获“中国白酒香型品类领军品牌”称号。

国字六号闪耀庆功宴会

2015年12月24日晚，主办方举办
了盛大的“宋河之夜”庆功宴会。宋河
股份总裁王祎杨首先代表宋河酒业致
祝酒词。王祎杨简单介绍了宋河的企
业产品构成和在与豫酒中遥遥领先的
企业实力，并指出宋河曾数次与餐饮
酒店协会合作，早在2012年伦敦奥运
会时，宋河就作为唯一指定用酒跟随
省餐饮协会的七名豫菜大师，自南向
北，礼遇英伦三岛。今天，还是这瓶国
字六号，又回到了省餐饮酒店协会的
庆功大会现场，以美酒向豫菜和全餐
饮酒店行业致敬！

据了解，这些年，国字宋河频频被
选作各行业盛典的指定用酒，前不久
中国酒类流通协会20周年庆典上，国
字宋河就是宴会唯一推荐用酒，2015
年12月28日，国字六号又作为河南网
易年度态度峰会的唯一指定接待用
酒，礼遇上千网易网友。 （高丽艳）

2015年12月31日，河南省财贸轻纺烟草
工会、河南省酒业协会在郑州市兴亚建国饭
店举行表彰会，表彰河南省16位被中国酒业
协会聘任的2015届国家级白酒评酒委员，中
国酒业协会秘书长宋书玉到会祝贺。会上河
南省财贸轻纺烟草工会、河南省酒业协会授
予王贤等16位选手“河南省酿酒行业技术能
手”，河南省酒业协会同时授予他们“河南省
白酒品酒大师”荣誉称号。

“评酒员是白酒行业重要的岗位，对企业
产品的研发、品质的提升起着重要的作用，今
天召开的表彰会，是为了树立行业标杆，传递
行业正能量，树立行业风向标、行业榜样。”河
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在表彰会上发言时
进一步强调说。

人才力量 豫酒优势

其实对于河南白酒企业技术人才表彰，
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仅在中国白酒行业层
面，近几年就有四次。

2011年10月10日上午，由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中国酿酒工业协会联合举办的第二届

“中国酿酒大师”颁证大会在北京举行，时任
河南省张弓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孙西玉获此殊荣，成为河南省白
酒行业第一位“中国酿酒大师”。

201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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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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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月18日，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白酒专业委员会召开的“第二届中国白酒科
学技术大会”在北京举行。其中，来自宝丰酒
业总工程师卢振营、宋河酒业总工程师李绍
亮、杜康控股总工程师张献敏被评为中国白
酒大师，河南仰韶酒业公司董事长侯建光、宝
丰酒业副总工程师葛少华被评为中国白酒工
艺大师，禧丰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
邢晓晰当选中国评酒大师。

2015年12月19日，在由河南省酒业协会
主办的“河南酒业卓越贡献奖表彰大会”上，
中国白酒工艺大师、国家级白酒评委、河南仰
韶酒业公司董事长侯建光被授予“河南酒业
卓越贡献奖”，表彰其在2015第三届全国白酒
品酒技能竞赛决赛中的突出表现以及近年来
带领仰韶酒业所取得不俗成绩和行业突出贡
献”。2015年12月22日，河南省酒业协会在
南阳社旗县赊店酒业对王贤同志进行了表
彰，王贤连续三届被授予“全国酿酒行业技术
能手”称号，堪称“豫酒品评第一人”，河南酒
协决定授予王贤“河南省白酒品评技术带头
人”称号。

“孙西玉、李绍亮、王贤、侯建光等是豫酒
的骄傲、豫酒的力量，他们是中国白酒行业的

“好鼻子”、“好嘴巴”，更是河南白酒未来振兴
的希望。”熊玉亮诚恳地告诉记者。

人才战略 强企之本

在本次“2015届国家级白酒评酒委员”表
彰大会上，尤其以河南仰韶酒业公司董事长
侯建光和河南赊店老酒公司副总经理、总工
程师王贤最为突出，按照熊玉亮的发言所说：

“他们两个创造了豫酒的两个第一，一个是
‘2015届全国评委中唯一一个白酒企业董事
长’，一个是‘豫酒品评第一人’。”

李刚，河南赊店老酒公司总经理，作为豫
酒企业一个“老兵”,对于白酒企业技术人才的
培养问题，他有自己独特的理解。王贤的成
功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功，她是公司既定人才
战略的成功。豫酒企业振兴，需要像王贤这
样的技术能手。“她是企业的宝贵财富和‘名
片’是品牌挺立不倒的自信和底气。企业需
要大量的像王贤这样的人才。”

中国酒业协会秘书长宋书玉在表彰会上发
言时强调指出，豫酒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环节就是豫酒要制定自己的人才战略。豫酒要
有在全国叫得响的酿酒大师和品酒大师，这是
豫酒走向辉煌的一个重要标志。希望河南省酒
业协会与豫酒企业共同努力制定好振兴河南酒
业的人才战略，增强豫酒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做好“工匠” 钻研创新

2015年12月19日，河南省酒业协会召开

了表彰大会，授予侯建光同志“河南酒业卓
越贡献奖”，具体颁奖辞：鉴于侯建光同志在
推动仰韶酒业品质营销、品类营销方面做出
的贡献，以及推动仰韶酒业创新研发了陶香
型白酒，及侯建光同志以中国白酒工匠的精
神推动行业、企业技术进步、营造技术支持
企业发展的氛围。

白酒行业属于传统制造业，对于侯建光
技术团队所代表的“工匠精神”，在豫酒行业
不乏其人。王贤作为“70 后”，从业以来，20
年如一日对品评技能的刻苦钻研、积累积淀
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在全国连续三届的白酒
品评技能竞赛中，她扎实的理论功底、精湛
的专业技能、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河南唯
一一个连续三届荣获全国酿酒行业技术能
手称号的选手，唯一一个连续三届进入全国
前 20 名的河南选手，唯一一个知识最全面、
经验最丰富的选手。

豫酒振兴，需要“工匠精神”。熊玉亮在
发言时明确指出：“这次被聘任的 16 位同志
中，除了王贤、董军霞等一些资深技术人员
继续发扬成绩外，郭广阔、张军等一些年轻
一代的技术人员正在茁壮成长，技术队伍的
延续正在有序进行。河南省酒业协会号召
河南白酒行业从业人员向他们学习，同时更
号召各白酒企业关心爱护国家级白酒评酒
委员和省级评酒委员，营造良好的工作环
境，提高待遇，给予奖励。”

元旦前夕，冷谷红葡萄酒
股份有限公司邀请商丘、民权
县等十几家主流新闻媒体代表
到冷谷红生产厂区采风。在参
观冷谷红葡萄酒厂区时，冷谷
红葡萄酒公司董事长耿红伟介
绍了厂区基本情况与冷谷红葡
萄酒传统酿造工艺，并在冷谷
红葡萄酒检测中心现场观看葡
萄酒理化指标检测的整个过
程。冷谷红葡萄酒公司总工程
师耿红玲女士详细地给大家介
绍了葡萄酒检测中心的机器设

备和葡萄酒的检验检测技术。
采风团随后来到了冷谷

红葡萄酒商务活动中心，品鉴
葡萄酒。现场在分别品鉴冷
谷红典藏干红、干白葡萄酒、
冷谷红铜牌干红、干白葡萄酒
四款葡萄酒后，对冷谷红葡萄
酒的出色品质留下很深的印
象，充分领略了葡萄酒的健康
功能和时尚风范。同时，也对
民权葡萄酒产业的壮大兴盛
寄予了厚望。

（崔娜）

冷谷红葡萄酒举办媒体采风活动

2015年12月28日，经过5个月的激烈角逐，第二届中
国酒水创意包装设计大赛总决赛在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交
流中心决战“紫禁之巅”，大赛三甲和六大单项奖逐一决
出，其中来自景德镇陶瓷学院产品设计专业研究生创作
的作品《归然》获得冠军，并斩获10万元奖金。

作为大赛主办方之一，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
成功举办了中国首届白酒创意包装设计大赛，成功聚焦年轻
群体目光，被列入中国酒行业十大年度事件。本次大赛由宋
河酒业和天猫联合主办，以“电商时代的酒水包装”为主题，秉
承“互联网+”的战略指引，是传统行业与互联网领导品牌首度
联手，实现的一次最具先锋性的跨时代合作的产物。 (钢威）

第二届中国酒水创意包装设计大赛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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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技术优势 突显豫酒“工匠精神”

最是一年春光好，仰韶联谊布
局忙。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1
月 5 日，“陶香醉中原·仰韶彩陶坊
新春客户联谊会”在千余位大商的
见证下，分别在郑州、洛阳市场成功
举行。两地三场活动，吸引2000多
名酒商与会，场面气势宏大。

客户联谊 布局市场

2015年12月31日—2016年1月
1日，“陶香醉中原·仰韶彩陶坊新春
客户联谊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跨
年举行，来自市区与县级市场的1600
多位经销商分两日到场订货。

紧随其后，1月5日，“陶香醉中
原·仰韶彩陶坊新春客户联谊会”在
洛阳举行。

据河南仰韶营销有限公司总经理卫凯现场介绍，在
春节前，“陶香醉中原·仰韶彩陶坊新春客户联谊会”活动
将会举办十几场，涉及全省十几个重点市场。

此次新春联谊会引爆郑州和洛阳，究其原因，在河南
仰韶酒业公司侯建光董事长看来，这一切得益于厂商的
共同努力。2013年、2014年，在众多白酒企业业绩快速下
滑的同时，彩陶坊依然保持着30%以上的增长速度，而在
2015年里，彩陶坊在郑州市场的表现更加抢眼，增长率较
2014年同期再创新高，达到50%。同时2015年彩陶坊在
洛阳市场较上年同期增长在50%以上。

出彩运作 实现逆势增长

对于彩陶坊上市六年来所取得的不斐成绩，作为河
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的熊玉亮则颇为关注，并以“四个榜
样”与“六个最”加以概述。

卫凯在现场将彩陶坊2016年的工作规划作了汇报。
卫凯提到，2016年彩陶坊将围绕“五个出彩”进行运作，即

“产品焕新出彩、消费者培育出彩、品牌宣传出彩、渠道管
理出彩、团队服务出彩”。

曾于2015年两次走访仰韶酒业的中国酒业协会秘书
长宋书玉，在致辞中肯定了仰韶酒业近年来在品质提升方
面所做出的努力，并表示创新是白酒行业发展的永恒动力，
以科技创新为思路的仰韶酒业，在引领豫酒进行品质营销
同时，也一定能研发出更多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优质产品来
赢得市场、赢得行业尊重。 （本报记者 申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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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商丘市人社局等相关
部门负责人一行莅临河南张弓
老酒酒业有限公司，对酿酒大师
孙西玉工作室进行验收。

据悉，孙西玉酿酒大师工
作室是由河南省人社厅批准成
立，这是河南省酿酒行业唯一
的酿酒工作室。工作室主要从
事酿酒技术研究、产品开发、技
术培训、人才培养等。

验收组一行查看了酿酒、
制曲、储调、微生物研究室、常

规化验室、气象色谱室，听取了
孙西玉的汇报，品评了原酒和
开发的产品。对孙西玉大师工
作室所做的工作充分肯定，对
开发的产品赞不绝口。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牛励耘处长指出，孙西玉大师工
作室是我省酿酒行业唯一的酿
酒工作室，几年来在中国酿酒大
师孙西玉的带领下，取得了显著
成绩。希望再接再厉，争取为张
弓老酒和河南省白酒行业发展
做出更大的贡献。 （路珍茜）

河南首家酿酒工作室验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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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2月 31日，以“新
常态、新思维、新机遇、新起点”
为主题的“郑州国际糖酒会组
委会迎新年联欢会暨媒体答谢
会”在郑州梧桐树酒店召开。
联欢会上，组委会各成员单位
自编自演了丰富多彩的节目，
有话剧、小品、舞蹈、歌曲、魔
术、武术、乐器独奏、戏剧、朗
诵、大合唱等。

联欢会上，郑州瑞城展览
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永祥在
致辞中表示，在即将过去的

2015年，由瑞城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承办的春、秋两场糖酒会，
为行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
献，得到了业界人士的肯定和
广泛赞扬。

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
亮回顾了2015年河南省酒业协
会在全省酒类生产、流通等方面
所做的工作，并表示愿意继续和
瑞城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同心同
德、通力合作，将郑州国际糖酒
会办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企
业更多、影响更大。 （辛莉）

郑州国际糖酒会组委会举办迎新年联欢会

本报记者 申明贵

品质铸就经典 口感赢得盛赞
——宋河酒业独揽餐饮行业两项最有分量大奖

2015年12月25日，中国高端白酒
品牌水井坊“匠心所至 生活之美”美
学品鉴会，在经历杭州、成都、长沙之后，
来到了历史文化名都——郑州。

知名美食家欧阳应霁先生曾感慨,
“饮食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进餐
的过程本身也蕴含着快乐和美好，尝
试慢品生活，完全可以从慢食一餐饭
开始。”因此，水井坊系列美学品鉴会

选择以慢品一餐酒食的形式作为治愈
当代都市人“快节奏综合征”的良药，
以此展开匠心与生活美学的对谈。

水井坊公司总经理范祥福认为，在
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之中有太多“生活
不能承受之快”。而水井街酒坊依旧延
续着600年前的传统，老匠人们遵循“取
材原酿 手工酿制”的古训来酿酒，上
甑、蒸馏、摊晾、入窖、发酵等一系列工

序，都保留质朴的手作工艺的魅力。
“这样的一种工匠精神，在如今这

个一切讲求效率、讲求利益最大化的
速食社会中，是稀缺珍贵、不可替代
的。”当代艺术家杨冕曾于成都站美学
品鉴会上如是说。

郑州之后，水井坊全国六城美学品
鉴会还将会在广州、苏州等地陆续开展，
将慢的哲思深植于消费者心中。（秦雯）

匠心所至 生活之美
——水井坊美学品鉴会在郑举行

“工匠精神 榜样力量”豫酒群英谱系列报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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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齐聚杜康
纵论聚焦、创新

2015年 12月 31日，丰澳·
轩丽红新品上市暨新年订货会
在郑州举行，河南省供销合作
总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
张政，河南省酒业协会常务副
会长兼秘书长蒋辉，河南丰澳
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威，河
南省各地市县的优秀经销商和
国内省内主流新闻媒体等 150
多人参加会议。

在本次活动上，丰澳·轩丽
红 正 式 启 动 上 市 了 浅 绿
HON66（轩 66）、粉 红 HON77
（轩 77）、淡紫HON88（轩 88）、
牙白 Bimberi peak（冰佰醅）

四款新成员，新成员外表风格
清新典雅、色彩温暖、简约大
气，内在品质单宁突出、酒体醇
厚、果香馥郁，受到了现场经销
商的热烈追捧，很多人拿在手
里反复欣赏，不愿放下。

在本次活动上，丰澳·轩丽
红倾情推出了特级重磅优惠政
策，最大优惠高达返利50%+澳
大利亚、新西兰 12日精品游，
来自河南省各地市县的优秀经
销商在青睐轩丽红新品的同
时，被巨大的优惠政策所吸引，
30分钟订单更是超过了783万
元。 （秦雯）

丰澳·轩丽红举办新品上市订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