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河落日，大漠孤烟，汉风唐
韵，丝路千年。2015年 8月 8日，由
河南省旅游局、河南日报社联合主
办的“别克昂科威 豫哈丝路行”从
郑州出发，13天时间里，省内主流媒
体的记者、摄影家、书画家及企业家
一行20多人，沿着“古丝绸之路”一
路西行，以“重走丝绸之路”的形式，
探访洛阳、西安、天水、兰州、武威、
张掖、酒泉、敦煌、嘉峪关等丝绸之
路上的名关重镇，领略“丝绸之路”
沿途风土人情，探寻曾经横贯东西、
高度繁荣的“丝路文明”。全程往返
6600公里，直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哈密市。

2016 年 9 月 29 日，国庆节来
临之际，“豫哈丝路行一周年回顾
交流品鉴会”在宋河酒业总部温馨
举行，宋河酒业也再次迎来了去年
行走“豫哈丝路行”的 20多位老朋
友。河南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王祎杨，河南日报专刊处处长
赵志刚，省发改委唐正清处长，河
南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简杰等，与大家回
顾往昔，重温沉醉于心头的记忆。

王祎杨总裁在发言中说，作为中
国（河南）地域文化标志名酒，宋河向
来对公益事业充满热情，并积极践行
公益行动。事实上，早在2014年，宋
河就已经与“丝绸之路”结缘，支持参
与了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与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撰写的《河南和
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书，奏响了共襄
丝绸之路经济带盛举的河南最强
音。去年的“豫哈丝路行”，宋河再次
用家乡美酒礼遇援疆干部。王祎杨
总裁表示，如果有机会，宋河愿意为

援疆干部们做更多的事，提供更多的
帮助。

品鉴会上，河南日报专刊处处长
赵志刚对此次品鉴会给予了较高评
价，他说，作为豫酒龙头企业，宋河近
年来举办的诸多活动可用两个词来
概括——“温暖和担当”，以酒为媒，
温暖了消费者的心，传递了宋河的企
业担当。站在党报的角度解读宋河，
正如其酒体一般，“绵甜净爽，余味无
穷。”追忆当初，由于出差在外，未能
伴随勇士们一同踏上“豫哈丝路行”，
心中至今仍有遗憾。

作为“豫哈丝路行”活动的见证
人之一，省发改委唐正清处长亲临品
鉴会现场并对活动给予了高度认可。

作为去年活动的领队，河南日
报专刊处副处长余会以亲身体会，
极其精炼地概述了“豫哈丝路行”活
动的感受。他认为：“一路风光、一
路友情、一路宋河飘香。”这不仅是
一趟公益之行，更是一场心灵之旅，
感慨褒赞之际更是举杯畅饮宋河，
纾解胸中快意。

作为中原书画艺术界大咖，河
南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简杰从书画艺术
与美酒文化出发，深刻定义了“豫
哈丝路行”可具延展的内涵。他
说：“酒文化里承载的内涵居多，自
古至今佳话盛传，书法遇到美酒，
就如牛顿偶遇苹果，灵感与气息在
美酒的调和下，往往能挥洒出惊世
作品。‘豫哈丝路行’带去的不仅是
中原文化的交融，也是家乡美酒的
犒赏，作为书法艺术的传播者，有
责任、有信心用艺术的张力为宋河
代言。”

兴之所至，为表达诚意简杰还
现场泼墨，为宋河挥毫写下了“中国
礼遇 国字宋河”“老子故里酒 道法
自然香”以及“豫剧的腔、烩面的汤、
宋河的酒自然香”等墨宝，赢得现场
嘉宾们的满堂喝彩。

会后，在王祎杨总裁的邀请下，众
人意犹未尽地品尝起了宋河美酒，宋
河粮液1988金奖纪念酒，宋河粮液秘
藏，国字宋河三号、六号、九号，鹿邑大
曲，宋河共赢天下15年、20年……迷
人的酒香，夹杂着温馨的回忆，在交
流品鉴会上交织，温暖了这段美妙
的时光。 （高丽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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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朱西岭

10月20日至22日，第9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
（以下简称“糖酒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成功举
办。3天的展会，总展出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吸引了
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家客商及近20万人次的
观众与会，总成交额210.7亿元。酒类依然是主角，成
交额为106.6亿元，占据了半壁江山……

借势营销，全球名酒现场竞技
据悉，本届糖酒会设置有传统酒类、葡萄酒及国际

烈酒、进口啤酒、黄酒、食品、饮料、调味品、品牌农业等
近20个展区，其中一大半都是酒类展区。

作为一个难得的营销平台，国内外酒企各显神通，争
相展示着自己，期望赢得参会客商们挑剔的目光。记者
在9号馆看到，泸州老窖、汾酒、剑南春、衡水老白干、郎酒
等均以大面积特装展位亮相，尤其是汾酒，把整个酿酒生
产线生动地搬到了展会现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围观。

茅台、五粮液虽然没有在主场馆参展，却并未缺席
糖酒会。早在10月15日茅台集团就已携旗下307款
产品，在闽江世纪金源大饭店集中亮相。五粮液集团则
在西湖大酒店1楼、外贸中心酒店设置了酒店展位。两
家还分别召开了“茅台经销商座谈会”和“五粮液经销商
沟通交流会”。

葡萄酒及国际烈酒展区，国外酒企阵容强大，来自
苏格兰、爱尔兰、法国、日本、美国、英国等17个国家的7
大品类21个进口烈酒明星品牌出现在了展会上。

豫酒军团，精彩亮相糖酒展会
本次展会，豫酒各企业也积极参与。河南宋河酒业

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峡会展中心主展馆一举拿下豫酒企业
中面积最大的特装展位，并将全系列产品都带到了糖酒
会现场。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司带着酒祖杜康、杜康1号、
杜2以及新品杜康一斤半等产品，不仅参加了为期4天的
会外酒店展，还在主展馆以特装的形式进行了3天展示。

据介绍，仅在酒店展示的3天就收获了300多个意向客户。
初次参展的河南百泉春酒业有限公司，在临近福州

海峡会展中心的一家酒店进行了专题展示。公司董事
长周明新说：“我们不在乎招到多少经销商，而是想通过
这样高规格的展示，让更多人认识百泉春这个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展会期间豫酒还频频拿奖。10月17
日，宋河酒业先是荣获“中国酒业品类贡献奖”，随后国字
宋河六号又荣获了“2016中国十大喜酒明星产品”。10
月19日，“中国白酒国际化研讨会暨2016布鲁塞尔国际
烈性酒大赛中国区颁奖典礼”举行，河南百泉春酒业有限
公司获一金一银两块奖牌，鸡公山酒业则获得一块银牌。

仰韶和张弓虽没有参展，但也由总经理带队来糖酒
会现场观摩和学习。尤其是仰韶，在河南仰韶营销有限
公司总经理卫凯带领下，组成了近20人的团队，深入不
同的论坛听演讲，还现身各大酒店展位参观学习。

大咖论道，酒业开始点状复苏
互联网时代，中国酒业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未

来哪种模式将成为酒行业的创新力量？传统酒商该
如何把握新形势下的机遇和挑战？

展会期间，与酒行业密切相关的“寻找中国酒业
独角兽”高峰论坛、中国白酒国际化研讨会、“新格局，
新王者”——2016中国啤酒市场高峰论坛、发现中
国·葡萄酒财经论坛等相继上演，酒业大咖、互联网大
佬们把脉市场、预测趋势，带给与会人员全新的视角
和思考。

从论坛上披露的数据显示，未来四五年内全球烈
酒市场消耗量将突破32亿箱大关，其中“增长”的最
大份额将来自中国。因此，与会专家们分析，当前中
国酒业已经开始复苏，只是这种复苏是点状复苏，而
非全面复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很多名酒以及区域强
势品牌都在提价、逆势增长。

正是看到了国内酒业开始复苏的机会，国内最大
的酒类垂直电商1919，与阿里巴巴达成了战略合作，
双方在展会上宣布将携手布局酒业新零售市场。

封坛承愿 做强寿酒
——百泉春举办首届“寿酒文化节

暨迎宾封坛庆典”

榕城福州，美酒飘香 “仰韶现象”风靡酒界
成多位专家研究案例

厂商动态厂商动态

干杯与往事
——“豫哈丝路行”活动一周年追忆

——第9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侧记

10月18日上午，由河南省酒业协会主办
的首届“百泉春寿酒文化节暨迎宾封坛庆典”在
百泉春太行酒城举行。来自河南省酒业协会的
负责人、400多家经销商代表、30多家新闻媒体
代表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见证了庆典活动。

活动开始后，河南省百泉春酒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周明新首先上台致辞，他说，百泉春
酒业经历了近 60年的岁月风华，亲历了中国
白酒、河南白酒的跌宕起伏，不但没有昙花一
现，而且在发展中逐步做强做大，打造出了拥
有峪河曲酒生产基地、方山洞藏基地、太行酒
城酒体研发及灌装基地为一体的百泉春酒

“黄金三角”。优质的南太行深层矿物质水
源、四季昼夜恒温恒湿的贮酒环境、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聚集成了一块不可复制的“健康
白酒新坐标”。

作为活动主办方代表，河南省酒业协会会
长熊玉亮随后给百泉春酒业送上了祝贺，他
说，百泉春是河南省白酒骨干企业之一，曾多
次被评为河南省十大名酒。百泉春酒业本次
举办寿酒文化节和迎宾封坛庆典活动，进一步
彰显了文化在豫酒发展中的力量，进一步提升
了豫酒企业的公信力。希望百泉春酒业以此
次活动为契机，抓住百泉春酒业奠定的文化基
础、产品基础、市场基础、信誉基础，树立产品
意识、质量意识、消费者意识、创新意识，为豫
酒发展树立一面鲜艳的旗帜，树起豫酒发展的
榜样。

封坛活动吸引了众多酒友热情参与，不到
半天时间现场订货交易额就达到了846.77万
元。由于封坛首日客户多，公司决定将封坛活
动延长到10月底。 （李松虎）

10 月 12 日上午，河南省酒业
协会电子商务研究院揭牌仪式在
郑州航空港区世界葡萄酒贸易中
心举行。来自中国酒业协会、中国
酒类流通协会、河南省商务厅电子
商务办公室、河南省酒业协会等单
位的数百名代表一同见证了揭牌
盛况。

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
当选为本届电子商务研究院院长，
他说，电子商务研究院主要有六大

功能：第一，上传下达，研究解读跨
境电子商务新政，及时把新政红利
传递到行业和协会会员；第二，研
究跨境电子商务商业模式，推动行
业会员转型升级；第三，开展消费
者理念研究，满足消费者的新需
求；第四，不定期邀请各行业专家，
抓住行业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进
行有针对性的研讨；第五，促进会
员之间的交流、合作；第六，开展专
业技能培训。 （李公湛）

河南省酒业协会电子商务研究院揭牌

一款酒成功与否，酒体风格设计
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为此，豫酒
各企业最近均在加大投入，成立专门
的酒体风格研究中心，以提升酒体风
格设计水平。日前，由河南省酒业协
会牵头，分别在豫坡酒业和张弓酒业
召开了首次专家会议，为两家企业的
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10月 22 日，河南省酒业协会
会长熊玉亮、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生
物工程学院党委书记王建伟、河南
省食品研究所原所长刘建利等，首
先来到河南省酒业协会豫坡老基
酒风格研究中心，召开了“豫坡老
基酒风格研究”首次工作会议。专
家们深入豫坡老基酒原酒酿造基
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在品评了豫坡
老基酒新鲜原酒，并对酿造过程进
行了深入了解后，围绕河南省固态

酿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河南省
酒业协会老基酒风格研究中心的
工作，进行了技术研究和具体工作
部署，从品质、文化等方面为企业
未来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10月23日，熊玉亮一行又来到
河南张弓酒业有限公司，召开了河南
省酒业协会张弓酒风格研究中心的
首次会议。专家们在公司董事长孟
艳、副总经理赵西民的陪同下，参观
了张弓酒业展厅、制曲车间、酿酒车
间、储酒库、包装车间并品尝了张弓
酒，随后又与公司技术骨干一起针对
张弓酒风格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对张
弓酒进行了品鉴和技术指导。最后，
熊玉亮希望张弓酒业作为豫酒振兴
的领路者，要永葆领先地位，打造“品
质、责任、首创、文化”的张弓，扛起豫
酒复兴的大旗！ （西岭）

豫酒骨干企业纷纷投入“风格研究”

日前，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组
织的“2016年第九届白酒评委考评
会”在北京顺利结束。来自国内白
酒行业的164名专业技术人员参加
了考试，和往届一样，本次考评会
共分为老评委考试和新人考试，通
过考试的老评委可以连任中国食
品工业协会的国家级白酒评委。

作为豫酒龙头企业，在8月份进
行的老评委考试中，原宋河酒业公司
的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国家级白酒
评委董金仓、孙志新、吴涛顺利通过考
评得以连任。10月份在北京举行的

新人考试中，宋河酒业又有两人报名
参加，分别为李富强、孙志新，并且均
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考试，被中国食
品工业协会聘任为国家级白酒评委，
由于李富强已于2015年年底被中国
酒业协会聘任为国家级白酒评委，所
以他又光荣地成为中国酒业协会、中
国食品工业协会双料“国评”之一。至
此，宋河酒业“国评”队伍已上升至10
人（中国酒业协会“国评”5人，中国食
品工业协会“国评”7人，2人为双料

“国评”），其中包括河南唯一的中国首
席白酒品酒师李绍亮。 （丽艳）

宋河酒业国家级白酒评委增至10人

王祎杨（河南省宋河酒业股

份有限公司总裁）

酿出消费者喜欢的好酒才
是酒企安身立命的核心所在。
今年前三季度，宋河酒业工作的
重心是以消费者为核心，围绕消
费者需要来开展工作。前期做

的很多活动，如中国白酒创意包装大赛、“鲤鱼跃
龙门”游戏以及与老君山风景区合作做的养生宴、
避暑季等，都是为了与消费者建立互动联系。此
外，宋河一直很重视婚庆市场，成立了专门的婚庆
市场项目部，开发了专门用于婚庆的产品，而婚庆
市场本身就是一个既能直接沟通消费者又能直接
产生销量的价值渠道。

酒企要坚持与消费者建立联系

■■糖酒会糖酒会··豫酒声音豫酒声音

卫凯（河南仰韶营销有限公

司总经理）

未来的白酒市场发展态势会
逐步走向四个集中：一是由于消费
者需求的相对性趋同而导致品牌
集中；二是由于生产要素成本上
升，企业追求效益而导致产品集

中；三是由于市场追求效率而导致渠道商高度集
中；四是信息对称和消费观的趋同所导致的消费者
集中。这四种集中的态势从根本上讲是由个人消
费观、市场需求更加低碳、效率更高、生产商追求效
益最大化以及国家产业政策所决定的，将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行业未来如何作为。

未来白酒市场发展会逐步走向集中

周明新（河南百泉春酒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

中国白酒国际化需要一步一
步来，不能急功近利，因为在中国
白酒国际化的过程中，有国家文化
的差异、酒业政策的差异、食品标
准的差异，因此必须先学习国外酒

企生产经营和传播的经验，为我所用，尤其是在传
播中国白酒独特历史和品位的时候，需要多学习、
借鉴国外酒类消费的经验，并且还需要政府、协会
的支持和指导，更重要的是企业家和协会要主动
跟国外酒商对接，为中国白酒国际化铺平道路。

中国白酒国际化要借鉴国外经验

10月20日，第95届全国糖酒商
品交易会在福州开幕。展会期间召
开的“第五届中国酒业市场论坛”上，
正一堂董事长杨光以“彩陶坊现象”
为案例，向与会的业内人士解析了消
费者主权时代的企业经营法则，“仰
韶现象”再次引起业内外的关注。

据悉，这已经不是杨光第一次关
注仰韶。在此之前，他曾多次在不同
场合表示，白酒的“马太效应”正在加
剧，在郑州市场100元到300元的价
格已是“二元时代”，彩陶坊在郑州已
经拥有明显且稳固的“二元格局”优
势。杨光认为，区域和品类双保险是

领头羊的最佳生存状态，彩陶坊既是
河南的标杆产品又是陶香品类的标
杆，是区域领头羊的典型代表。

今年上半年召开的“中国酒业
英雄联盟互联网+研讨会”上，华泽
集团董事长吴向东同样对仰韶青
睐有加。他说，当前全国各地的酒
类第一品牌正在不断集中或分化，
每个地方的第一品牌不一定都是
茅台，比如有的地方第一品牌是五
粮液，有的地方第一品牌是古井，
像河南目前最好的是仰韶彩陶坊。

不久前，北京盛初营销咨询掌
门人王朝成在对鲁酒阵营进行全
方位把脉时，也以河南“彩陶坊占
领省会郑州”为案例，与鲁酒各企
业进行了分享。

仰韶为什么能成为行业标杆，使
得吴向东、杨光、王朝成等行业资深专
家争相将“彩陶坊现象”作为案例分
享？仰韶的大获成功依靠的究竟是
什么？有行业媒体总结了以下四点：
一是重视科技创新；二是精准定位营
销模式；三是严格把握价格控制；四是
强力助推品牌文化。正是依靠上述
这“四大绝技”，仰韶最终成为当代中
国酒企的标杆性企业。 （黎明）

日前，在北京雁栖湖举办的第
四届全国品牌故事大赛全国总决赛
中，冷谷红葡萄酒的品牌故事——

“一切为了黄河故道葡萄酒的振
兴”，以翔实的内容、传奇般的色彩、
精美的表述，从全国13个省市自治
区 66家企业选送的近 500个作品

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三等奖，对弘扬
老字号品牌文化和做强地域名优产
品，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本届全国品牌故事演讲比赛，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倡导，中国质量
协会主办，中国质量协会品质与品
牌培育推广中心承办。 （崔娜）

冷谷红获全国品牌故事决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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