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从中国绿色食品发
展中心传来喜讯，民权县冷谷
红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冷谷臻品赤霞珠干红葡萄酒和
冷谷臻品霞多丽干白葡萄酒，
同时被认定为国家绿色食品A
级产品，获得使用绿色食品标
志许可。这是目前河南省唯一
获得“国字号”绿色食品认证的
葡萄酒类产品。

据了解，绿色食品是指在
无污染的条件下种植、养殖，完
全杜绝高毒性、高残留农药使
用，只施有机肥料。换句话说，
就是在标准技术、标准环境和
标准卫生条件下加工生产，经
权威机构最终检测认定后，获
得使用专门标识的安全、优质、
营养型食品。

冷谷红葡萄酒产自黄河故
道腹地的民权县，其葡萄种植基
地位于远离城区污染、素有“绿
色长城”之称的“申甘林带”内，

前不久还被评为“首批美丽河南
一县一品产品”。此次被认定为
绿色食品A级产品，再次为“冷
谷红”品牌赢得了荣誉和口碑，
也为公司发展赢得了新契机。

（峥峰 崔娜）

酒海观澜“浓香”中原，酱酒来势汹汹为哪般？

坚持差异发展 增强竞争优势
——赊店老酒公司全国经销商大会在宛召开

□本报记者朱西岭

酱酒纷纷抢滩中原

近来，几场酱香型白酒（简称“酱酒”）
的活动，突然搅热了河南白酒市场——

6月底，习酒在郑州推出了“我是品
酒师 醉爱酱香酒”消费者体验活动；7月
1日，郎牌郎酒在郑州举行了恢复上市消
费者品鉴活动；7月30日，贵州金沙酒业
牵手1919酒类直供，加大了金沙酱酒在
河南市场上的推广；进入8月，来自贵州
习水的酱酒军团正在和河南省酒业协会
协商，计划登陆中原造访、造势……

当然，最引人关注的是豫酒开始进军
酱酒市场。7月28日，仰韶在贵州茅台镇
正式推出了自己首款真正的高端酱酒产
品——陶酱坊。河南仰韶营销公司总经
理卫凯称，这款和茅台镇“成义烧坊”战略
合作的高端酱酒，定价在700元左右，未

来主要面向河南市场销售，目的是为了
“满足高端消费者对地产品牌高端酱酒的
消费需求”！

河南酱酒消费氛围渐浓

酱酒抢滩中原，背后反映的其实是众
多酱酒品牌，在河南市场取得优异成绩的
表现。5年前登陆中原的金沙酱酒，近年
来在河南市场创造了年均40%的增长速
度；汉酱、迎宾、王子等茅台集团旗下的系
列酱酒，近来也在逆势增长；异军突起的
酣客酒（酱酒），据说去年在河南实现了五
六千万元的销量！

谈到酱酒，亮剑营销咨询有限公司董
事长牛恩坤认为，目前河南酱酒市场的氛
围确实比较浓，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河南酒商经营酱酒的最多；二是河南
市场酱酒销量比较大，比如河南是仅次于
贵州、广东的茅台第三大销售市场；三是

河南酱酒市场增长速度快，贵州众多中小
酱酒企业都来河南发展，河南本土消费者
也纷纷到贵州定制酱酒。

分析背后的原因，他说不外乎以下两
点：一是茅台等高端酱酒品牌多年来对消
费人群的培育，在高端消费人群中形成了
酱酒消费热潮；二是部分消费者的跟风行
为，喝不起茅台也要买其他品牌的酱酒。

高端酱酒 突破品牌瓶颈是关键

河南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告诉记者，
目前河南白酒市场每年大致有400亿元的
规模，酱酒大致有40亿元左右。虽然比重
不大，但市场增幅确实都很快，并且一直
都是高端白酒消费市场的主力，比如茅台
去年一家在河南的销量就近30个亿。

牛恩坤也对高端酱酒在河南市场的
发展给予了肯定，他说，酱酒本身是一种
健康、无任何添加的纯粮酒，适应了未来

绿色、健康的高端消费需求。但就整个河
南白酒市场的格局而言，他认为是因为酱
酒自身产量有限，其口味适应性窄，决定
了它只能在小众市场发展，很难打破浓香
型白酒占据市场主流的格局。

对于豫酒进军高端酱酒市场，牛恩坤
说这是好事，是对河南白酒香型品类的有
益补充。但他也表示出一定程度的担
忧。他说，就高端酒水市场而言，700元
以上的消费者买酒时首先考虑的是品牌
和面子。他认为新晋高端酱酒品牌要想
赢得市场，首先要突破品牌瓶颈。

不过，他说酣客酒的做法很值得研
究，他们不走传统经销商的路子，而是通
过培养粉丝利用社群营销模式，先聚拢粉
丝，而后推出粉丝福利，原本零售价299
元的酣客酒，粉丝购买可享受200元的特
价，从而弥补了品牌的不足，逐步打开了
市场，这对进军酱酒的河南酒企来说，是
个很好的启发和启示。

获“绿色食品”认证,冷谷红赢发展新机遇

丹桂伴美酒飘香，友谊随合作长
存。河南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司一
年一度的全国经销商大会8月8日在
南阳建业森林半岛酒店召开。来自
全国各地的数百名赊店老酒经销商
欢聚一堂，畅叙厂商合作友谊，共商
厂商戮力合作双赢大计。

琳琅满目、酒香四溢的展览大厅

展出了公司的全系列主流产品。展
出产品主导品牌突出，高中低档齐
全，适应城乡需求，体现了公司聚焦
主导产品、致力创新创优，做大做强
品牌的营销理念。

去年“8·8”会议以来，赊店老酒公
司面对白酒行业竞争激烈的严峻形
势，围绕全力组织营销、稳妥推进上
市、创新提升技术三项工作重点，企业
呈现整体平稳、稳中向好、稳中有增的
良好态势。特别是市场营销工作，通
过探索试行直营模式，扩大与经销商
合作，开展营销PK竞赛、万镇创富、篮
球社群化运营等活动，扩大了赊店老
酒品牌影响，提高了市场竞争力。今
年上半年，销售收入同比增长显著。

会议分析了当前白酒行业竞争特

点，确定把差异化发展作为培育赊店老
酒优势，彰显品牌特色，增强市场竞争力
的重要举措。一是在发展目标上体现差
异化，率先在全省白酒行业启动上市。
二是在品牌建设上体现差异化，围绕打
造生态绿色品牌，做有机酒、健康酒、优
质酒。三是在发展方式上体现差异化，
结合社旗5A级景区建设，高标准建设赊
店老酒生态酿造园区。四是在深化厂商
合作上体现差异化，充分相信经销商、对
经销商实施分类扶持，精准扶持。

会议期间，各地经销商纷纷与企
业签订订货合同，订货额超过预期计
划。随后，公司还组织经销商参观了
赊店古镇和赊店老酒生态酿造工业
园区，并举行了“赊店名庄”收益兑现
和抽奖活动。 （徐德权 吴海娇）

日前，“大品牌的力量——
2016河南酒业论坛暨河南盛
林战略品牌发布会”，在郑州
文森特酒店隆重上演。主办
方河南盛林商贸有限公司，携
旗下“一白二红”三大顶级酒
水品牌——中国交杯牌五粮
液、澳洲奔富麦克斯葡萄酒、法
国罗纳皇冠葡萄酒精彩亮相。

在战略品牌发布会上，盛林
公司向与会嘉宾详细展示和介
绍了公司力推的三款名酒：交杯
牌五粮液是五粮液集团旗下的
镇厂之宝，也是中国的顶级白酒
之一；奔富麦克斯葡萄酒被誉为

“澳洲国酒”，畅销亚洲、欧洲、美
洲等全球80多个国家；罗纳皇
冠则是法国本土葡萄酒的王者，
也是全球销量第一的葡萄酒品
牌。可以说，三大产品一个比一
个有来头，一个比一个名气大。

“一白二红”组成的豪华阵容，未
来也将支撑盛林人征战竞争激
烈的中原酒水市场。

随后进行的“河南酒业论
坛”上，专家们就未来葡萄酒市
场消费的趋势进行了分析和预
测，并对盛林积极进军顶级葡
萄酒消费市场给予了肯定。

（申明贵）

盛林商贸携三大品牌进军高端酒市场

日前，水井坊在郑州举办了“悦于形 匠于
心”光影盛宴。被誉为“摄影诗人”的孙郡先
生，通过镜头将水井坊打水、运送原料、拌料上
甑、量质摘酒、搬运贮存等传统酿酒工艺环节，
生动呈现在了观众们面前，现场参观的人均大
呼过瘾。

孙郡为国内著名摄影家，多次获得国际
设计大奖，其独创的“新文人画摄影”，将中国
工笔画技法和文人画精神带入摄影作品中，
从而自成一派。此次，他将创作题材延伸到
传统工艺领域，为高端白酒品牌水井坊拍摄
了中秋品牌主视觉海报，以及传统酿造工艺
环节系列大片，充满了古典意蕴和极致东方
色彩的创意，与水井坊风雅的气质如出一辙，
也使双方的合作默契十足。正如水井坊总经
理范祥福所说：“水井坊将持续把中国传统文
化融入品牌传播之中，致力于以现代的方式
演绎传统之美。”

郑州作为水井坊的核心消费市场，水井坊
品牌在这里拥有广泛的认知度和好评，光影盛
宴的开展不仅让广大郑州消费者对于水井坊古
法酿酒的日常有了更加生动、直接的了解，同
时，视觉化的体验也让消费者对水井街酒坊600
年匠心有了更深的体悟。 （申明贵）

日前，凉爽宜人的洛阳老君山景区迎来了
游客们最为盼望的“万人蟠桃养生宴”。宋河
酒业牵手河南电视台乐游天下栏目，邀请了上
万名游客共聚老君山，喝宋河美酒，吃养生盛
宴。

作为老子成仙归隐的仙山，老君山迎来的
游客，自然是老子的客人，而宋河粮液产自老
子故里，是老子家乡的美酒，老君山以家乡美
酒款待万千游客，正是上合礼数的体现。而宋
河酿酒，遵循着老子“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
吸天地灵气，凝五谷精华，自然发酵，自然储
存，自然生香，暗合自然养生之道。所以宋河
酒业为游客们精心准备了唇齿留香、意味酣畅
的金奖1988宋河粮液，助游客们消解凉意，放
松神志，微醺乐游。不少游客在参加前就明确
表示，参加老君山万人蟠桃宴，就是冲着宋河
粮液去的！让酒友们更加兴奋的是，河南省酒
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蒋辉也来到了现场，在
和广大游客精彩互动的同时，蒋辉秘书长表
示，“喝酒吃饭是个众乐乐的事情，和大伙一起
玩，把喝、吃、玩串在一起，宋河走心。”

据了解，宋河酒业2015年中秋节就曾与
媒体合作，在老君山举办了“宋河团圆宴，福满
老君山”活动，万人齐聚共饮宋河的盛景曾一
度登上网易、腾讯等门户网站的头条，也给参
与者留下了深刻、和美的印象。今年的宋河万
人蟠桃宴，更是将独特的云海奇观和道家养生
相结合，让消费者深刻体验“味蕾绽放”互动快
乐的同时又能欣赏大自然美景，呼吸到新鲜空
气，正是典型的宋河式亲民情怀的表现，不仅
赢得了口碑，更赢得了市场。 （高丽艳）

日前，在黔豫两地酒业协会及主流
媒体的共同见证下，“河南仰韶酒业有
限公司贵州茅台镇酱酒酿造基地”揭牌
仪式在中国第一酒镇——贵州茅台镇
隆重举行，这标志着仰韶酒业在将彩陶
坊的陶香成功打造为豫酒名片后，又将
产品线延伸至酱香型白酒领域。

河南仰韶营销公司总经理卫凯在
致辞中表示，近年来随着白酒业的逐
渐回暖，得益于健康消费理念的兴起，
酱香型白酒表现不俗，具有非常大的
市场潜力，为完善仰韶酒产品品类，经
公司研究决定，在陶香型、兼香型现有
酿造车间的基础上，再选择一个酱酒
酿造基地进行产品的生产与研发，以
满足市场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仰韶
酒业决定将酱酒酿造基地选在贵州成
义烧坊，无论是工艺技术还是历史传
承这一选择无疑都是最好的。

茅合集团董事长方廷本在致辞中
表示，贵州茅合集团旗下的成义烧坊，
是贵州茅台镇三大烧坊之一，享有“天

下酱酒出成义”的美誉，成义烧坊酿造
的酱香美酒曾经荣获1915年巴拿马
万国博览会金奖，在酱香美酒酿造方
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接下来，一
定会不断深化交流与合作，同时严把
质量关，把更多、更好的优质酱酒输送
给河南的消费者。

根据双方协议，河南仰韶酒业有
限公司贵州茅台镇酱酒酿造基地将
依托位于茅台镇赤水之滨成义烧坊

的酱酒生产势能，从事新产品的研发
与酿造工作，为中原市场输入风味纯
正、品质卓越的酱香型白酒。

业内人士认为，仰韶酱酒酿造基地
落户贵州茅台镇，对豫酒的发展来说，
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一刻，开启了豫
酒地域名片陶香型白酒企业走向多元
化的重要一步，对进一步拓宽豫酒企业
的发展空间、推动河南白酒市场的繁
荣，均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黎明）

8月8日，张弓酒业迎来建厂66周年华诞，
同时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经销商大会及河南省
酒业协会“张弓酒风格研究中心”成立，来自河
南省酒业协会，商丘市人大、政府、政协，以及全
国各地1200名经销商代表，共同见证了此次盛
事。

张弓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魏经仁在致辞时
深情地说，回望过去的66年，张弓人曾带领豫酒
创造了“张宝林”时代的辉煌，其后虽然经历了徘
徊，但2015年创造了23%的市场增幅，因此张弓
人要坚定自信，为实现公司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在会上说，66年
来张弓酒业曾首创了38度低度酒、防伪瓶，并且
是第一个在央视投放广告、第一个请名人代言的
白酒品牌，因此张弓的复兴不仅是全体张弓人的
事，也是所有商丘人、河南人的共同心愿。

接下来，河南省酒业协会总工程师赵书民
宣读了成立“河南省酒业协会张弓酒风格研究
中心”的文件，熊玉亮会长和张弓酒业董事长孟
艳，共同为中心揭牌。

当然，当天活动最大亮点是张弓新产品推
介：张弓度系列，复古系列，女士专用的七彩系
列以及高端的酥梨贡酒……会上，公司还对来
自全国的张弓优秀经销商进行了表彰，并在当
晚为大家献上了精彩的明星演唱会。 （西岭）

8月9日，河南省茅五剑贸
易有限公司和《大河酒坊》联合
主办的“大河老酒鉴宝”活动在
郑州举行。

上午10时，老酒鉴定活动
正式开始，二十世纪60年代的
茅台、70年代的五粮液等一大
批充满了岁月沧桑的国酒珍品，
相继现身在大家面前，中国藏酒
协会副会长兼鉴定委员会主任
陈杰先生，为藏友们提供了老酒
鉴定服务，现场气氛热烈。河南

省茅五剑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焦振感慨地说，看来咱河南喝
酒、藏酒的氛围都一样浓呀。

据悉，河南省茅五剑贸易有
限公司是茅台、五粮液等名酒的
经销商，也是红瓶茅台、水立方
酒（纪念版）的全国总经销商以
及1.5升、3升、6升茅台的河南
省经销商。公司计划，今后每个
月的9日都将准时为大家提供
老酒、名酒鉴定服务。

（西岭）

茅五剑公司举办老酒鉴宝活动

“杞国原浆”三大战略新品上市
日前，由河南世嘉酒业和开

封杞国酒业联合打造的2016杞
国原浆上市发布会在开封建业
铂尔曼酒店举行。

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
玉亮会上致辞说，杞国酒业是
豫酒中备受关注的品牌，他相
信此次与河南世嘉酒业的强
强联手，一定能为豫酒的振兴
做出更大贡献。随后，杞国酒
业董事长张利群在发言中表

示，杞国酒与世嘉酒业联姻，
看重的是世嘉酒业优秀的管
理团队和稳固的销售网络，他
相信双方的合作可以优势互
补，共同将杞国酒业打造成为
强势区域品牌。最后，本次活
动的主角——杞国原浆系列
Q3、Q5、Q7三款产品，由礼仪
小姐双手捧着登上了舞台，零
售价分别为38元、58元、118
元，性价比十足。 （石佳）

金沙酒业河南运营中心牵手1919酒类直供
日前，“财富金沙，醉美中

原”——金沙酒业集团与河南
1919酒类直供战略合作发布
会暨金沙酱酒品鉴会在郑州举
行。来自河南酒业协会、金沙
酒业集团、1919酒类直供河南
公司以及贵州华源商贸有限公
司河南分公司的负责人出席了
当天的活动。

下午6时活动开始，金沙酒
业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石峰，首

先代表厂方对金沙酒业集团河
南运营中心与1919酒类直供的
这次合作，给予充分肯定和极高
期望。随后，金沙酒业集团华北
运营中心总裁蒋化洋和1919酒
类直供河南公司董事长苗国军
在合作协议上签字，预示着这款
来自赤水河畔、上个世纪60年
代就被誉为“二茅台”的贵州老
牌名酒，即将在中原市场迎来新
的市场机遇。 （希林)

万人齐聚老君山
共享宋河养生宴

仰韶酒业茅台镇酱酒基地揭牌

水井坊

光影盛宴郑州上演

8月1日起，一款名为“鲤鱼
跃龙门”的手游在微信朋友圈迅
速蔓延。它由宋河酒业和大豫
网联合推出，旨在为2016年贫
困应届大学生募集学费。笔者
试玩后发现，这款手游操作简
洁，玩家用手指拨划不断跃起的
鱼儿，使之弹到龙门中即可得
分，每得够1000分即为贫困学
子捐资1元，每日得分的前三
名，宋河酒业将分别送出宋河国

字九号、六号、三号产品各一瓶。
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0万

名网友参与了这项公益手游活
动，为贫困学子助捐了近10万
元，与此同时，宋河好人榜上的
高分榜还在被不断刷新，目前最
高分已达30余万。8月15日活
动结束后，网友助捐的学费将在
8月20日宋河教育基金会“传递
爱，让梦想飞”大型年度公益助
学活动中进行兑现。 （丽艳）

宋河酒业爱心手游火爆朋友圈

坚定信心 做强张弓
——张弓酒业庆祝建厂66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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