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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集团王崇琳带领管理团队一行到宋河酒业参观交流

两大名酒交流联谊 共谋行业融合发展

“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喝酒
了，但真正喝有牌子的酒，好像是在
20岁左右。但当时是喝不起宋河粮
液的，经常喝的是鹿邑大曲，所以刚
才在宋河产品展示厅看到老包装的
鹿邑大曲时，心情很是激动了一把。

“记得有一次，中午招待客人，我一个
人就喝了一斤多鹿邑大曲，客人走
后，已经是下午了，饭店厨师拿出了
一瓶鹿邑大曲，我们两个给喝掉了，
到了晚上，厨师下班了，谁知道他又
拿出了一瓶鹿邑大曲，我们俩又喝掉

了。那一次我应该是喝了有 2 斤多
鹿邑大曲，当时感觉一点事没有，第
二天才知道，那厨师竟然在大街上睡
了一晚上……我喝到茅台是在 1988
年，比喝宋河要晚一些，是在父亲的
生日宴会上。但作为消费者，不管是
茅台这样的高档酒，还是宋河这样的
地方酒，我都有很深的感情。做酒类
经销，我最早做的也是宋河，宋河喝
起来又绵又柔又甜，也是河南卖得最
好的品种之一。所以，如果用一句话
总结我对茅台、宋河的感情，就是：茅
台让我一生精彩，宋河是我一生最
爱。”

首先，这次两个中国名酒间的走
动，在工艺、文化、营销、管理理念等
方面进行深刻的交流，取长补短，相
信两家都会从中受益。其次，这次交
流使两家中国名酒企业在感情上及
合作道路上都开了个好头，振奋人
心，必将为未来发展提供新思路。再
次，名酒厂家各有所长，互相走动对
中国白酒业的发展来说是一种引领，
将会为更多名酒厂起到模范和榜样
的作用。

从接到茅台集团发来的“中国贵
州茅台集团考察团赴宋河酒业股份有
限公司参观交流的函”开始，王祎杨总
裁便安排宋河酒业相关部门开始策划
和准备对茅台管理团队的接待工作，
从参观行程的确定，到入住酒店的选
择，甚至每餐的菜单，事无巨细，王祎
杨总裁都要求工作人员精心设计，认
真对待，充分表达了宋河及她本人对
茅台此行的重视和学习、交流的期盼。

正如王祎杨总裁所说，国酒茅台
宽广的胸怀和风范，让宋河深受鼓
舞。茅台作为国酒，已经超越了第一
品牌的局限，考虑的是中国白酒的未
来，考虑的是怎样将中国白酒融入世

界大市场，考虑的是中国白酒将来会
以什么形象出现在世界白酒的舞台。

王祎杨总裁非常赞同王崇琳董事
长提出的“白酒一家”的理念，表示茅
台团队一行，代表的是中国白酒最古
老的传承和白酒行业的中坚力量和核
心。中国酒业本是一个大家庭，不管
是在国内，还是将来在国际上，中国白
酒怎样以一种团结的面貌，整体的形
象出现，这是茅台的理想，也是所有以
茅台为代表的中国白酒企业的理想。
王祎杨说，立大志，成大事，茅台此行
不是一次简单的行程，而是以茅台为
引领的中国白酒的相互融合，这也是
中国白酒走出国门的重要基石。

王祎杨总裁坦言，宋河一直希望
有所突破，有所发展，所以也热切地希
望茅台集团能为宋河传经送宝，指点
迷津。同时，王祎杨总裁对茅台集团
一直坚守“喝出健康来”的理念非常认
同，因为不管是什么产品，只有拥有健
康的根本，才可能有长久的发展。

一直以来，在宋河的发展中，王祎
杨总裁都坚持产品回归本质，市场回
归本质，所以她认为，不管是做什么
事，都要有自己坚守的理念，不在繁杂
的声音里迷失自己，有自己的判断，有
自己的创新，让白酒行业持续健康发
展。也希望宋河、茅台以后加强交流
互动，让酒香更近，让友谊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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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孔子周游列国之时，两次

率弟子千里迢迢来到老聃的

家乡中原鹿邑，于古宋河岸

边问道于老子，求解中华文

明宏大结构中，关于“礼”重

新建构的伟大思考，并由此

开启了中国儒、道两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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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27日，茅台集团副总经

理兼销售公司董事长王崇琳

带领茅台管理团队东游淮河

名酒带之际，深入宋河酒业

生产基地参观交流。一个是

国酒大哥，一个是豫酒龙头；

一个是酱香，一个是浓香，两

家名酒企业从企业管理、营销

管理，到品牌建设、互联网营

销与创新深度对话，开启了东

西名酒对话之旅。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唐朝诗
人张九龄这句话的原意是只要彼此相互
了解，即使相隔万里也可以成为邻居。
习近平总书记曾用这句话形容过中国和
拉美国家之间的关系，意为国家交往，应
重相互了解而非距离远近。这句话用在

茅台集团和宋河股份的关系上也尤为贴
切，茅台、宋河虽相隔千里，但一直有着
良好的交流关系，2014年年底茅台集团
名誉董事长季克良先生就曾深入宋河酒
厂参观交流，至今宋河还存有季老留下
的墨宝、手印和特意封存的原酒。此次

茅台管理团队至宋河得以成行，用王崇
琳的原话讲就是，一方面源于茅台一直
期望的中国酒业大融合的设想，另一方
面也源于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宋河文
化入酒的自然之道。

26日—27日，王崇琳一行先后参观
了宋河酒业宋河镇生产基地与鹿邑县生
产园区，从技术中心到原酒酿造车间，从
高温曲房到原酒储存酒库，从灌装、质检
车间到包装车间，从万吨储酒罐群到宋
河产品展示厅，省糖酒食品流通协会会
长王庆云、省酒协秘书长蒋辉、宋河股份
总裁王祎杨、亿星酒业和省内多名酒类
商业大咖，省内外主流媒体一路陪同。

一路交流、一路讨论、一路互动后，
大家来到宋河酒业为此次活动精心准
备的“联谊墙”面前，纷纷在这面象征着
茅台、宋河友谊的墙面上留下自己的名
字并合影留念，这面特殊的墙面也将被
永久保存，见证着中国酒业在融合中共
同发展的温暖历程。

27日上午，“茅台集团＆宋河股份
联谊座谈交流会”在宋河鹿邑园区会议
室温馨举行，座谈会由王祎杨总裁亲自
主持，王庆云会长、蒋辉秘书长、王崇琳
董事长纷纷致辞，之后，双方参会人员
亲密互动，激荡交流，短短两个多小时，
大家都感觉收获满满。

听说贵州茅台集团领导到

访宋河的消息，内心着实诧异了

一番，行业变革、经济下行，行业

发展迷雾重重，酒行业“龙头老

大”此时到访，究竟意欲何为？

在 11 月 27 日茅台集团和宋

河股份公司座谈交流会上，谜底

揭晓：王崇琳此行源于宋河总裁

王祎杨共同参加活动时的一次

邀约，同时这次邀约也正好和王

崇琳的“想把十六大中国名酒企

业走一遍”的初衷不谋而合。今

日得以成行的理由让我不由得

想起就在 2014 年年底茅台集团

名誉董事长季克良先生的宋河

之行，当时季老也同样是想圆

“走过十五大中国名酒唯有宋河

未到”的梦想，至今宋河还存有

季老留下的墨宝、手印和特意封

存的原酒。三年里茅台集团两

大领导频繁到访宋河，虽说是圆

梦，其实更体现出他们的“名酒

情结”，对名酒宋河的高度关注。

此次王崇琳一行，重视程度

从参加人员阵容上可见一斑，人

员涉及销售公司副总、企划经理、

省区经理、生产领域部长、经营管

理人员、四个合作大商老板等一

行 20 余人。而宋河这边则是王

祎杨总裁、生产基地厂长、股份公

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销售核心

团队。对于此次交流的感受，正

如双方开场白所言：行业变革，更

需兄弟企业相互走动，加强交流、

学习，共同推动行业融合发展。

此次座谈会上，无论是王崇

琳董事长，还是王祎杨总裁，双

方都畅谈思路，碰撞想法，达成

诸多的一致，对于名酒企业未来

要坚守质量底线、做强信誉、倡

导健康饮酒理念、承担更多社会

责任方面都达成共识。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这句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过的

唐朝诗人佳句，在王崇琳一行中

引起强烈的共鸣感，他在感言中

说，茅台、宋河虽隔山、隔水，但

心是相连的，此行感谢王祎杨总

裁的精心安排、悉心接待，并诚

邀宋河团队到茅台指导、交流。

王祎杨也表示，同是兄弟名酒企

业，今后应该形成深度沟通、交

流机制，今后要加强向行业老大

哥茅台学习，并衷心祝愿双方的

友谊之树长青。语言朴实，情谊

真切。

■记者手记

缘于酒 情真切

▶参观、交流

茅台和宋河，一个是中国白酒
的老大，一个是河南酒业的龙头，
这两个中国名酒企业的握手，代表
了整个白酒行业的旗帜和方向，特
别是为宋河酒业和其他豫酒企业
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也必然会
为宋河酒业带来更好的发展机遇。

宋河的窖池数量、生产班组、
储存能力、销售情况充分证明了宋
河的基础实力和技术实力，一个地
方企业能有这样的实力，在全国也
很少见。在2015年布鲁塞尔国际
烈性酒大奖赛上，宋河当时遵照组

委会通知，送样参赛三款产品，国
字九号、国字六号、特制平和，分别
代表了宋河不同价格段的产品，结
果这三款产品全部被评为金奖，这
样的成绩在全国也是唯一一个，这
充分说明了宋河的口感和品质，这
样的产品应该走出去。

宋河近年来做了很多消费者
互动活动，从一粒粮食的悟道之
旅，到老君山万人团圆宴；从父亲
节微电影到白酒爱上小龙虾；从鲤
鱼跃龙门爱心手游到 432位唐王
点赞宋河，在与消费者深刻互动的
同时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一个企业能否赢得消费者口
碑，要看社会责任，这方面宋河不
但做到了，还做得很好。宋河早在
2010年就倡议并捐资成立了宋河
老子国学教育基金会，6年来已对
外捐助6000多万元用于教育。

这次茅台和宋河的联谊，已经
超越了两个中国名酒企业之间的
交流，而是一次行业的融合，对酒
业发展来说意义重大。通过这次
交流，也希望豫酒企业能够有新的
发展和突破。

河南省糖酒食品流通协会会长王庆云：

和两大名酒感情深厚 河南省酒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蒋辉：

两个名酒企业的握手，
代表了一个行业的融合

▶座谈、互动

儒雅谦和、如沐春风，如宋河总裁
王祎杨所说，这些褒奖之辞用在王崇琳
董事长身上尤为贴切。茅台集团是中
国酒业的带头大哥，王崇琳又是茅台集
团的副总经理兼销售公司的董事长，这
样的一个人，在中国白酒界可以说是非
常有分量。可就是这样一个“大咖”，不
管是园区参观，还是座谈交流，脸上始
终带着谦和的微笑，跟人的目光交流温
暖而专注，并且全程一直在虚心询问，
平易近人。

在交流会上，宋河酒业总裁王祎杨
首先介绍了宋河酒业的基本概况，并恳
请茅台集团领导团队对宋河酒业给予
指导。王崇琳董事长代表管理团队介
绍了茅台集团的基本情况，并深有感触
地谈了自己的体会和想法。

河南酒类企业众多，茅台集团管理
团队为什么选择到宋河酒业参观？“中
国酒业是一家。”王崇琳说，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酒业飞速发展，大家为了经
营各顾各的，相互之间交流的少了一
些。2013年以后，酒业市场发生变化，
中国酒业抱团发展、树立行业美好形象
显得十分重要。

王崇琳董事长同时对宋河的礼遇
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这是一次“重要、温
暖的旅行”，并用三个“感”总结了对宋
河的第一印象。

感动：王崇琳坦言，2015年 3月春

季糖酒会上与宋河总裁王祎杨初次见
面，便对深厚的中原文化有了期待，当
时便有了“宋河一游”的念想。

感慨：宋河建厂是在1968年，老十
七大名酒中，宋河算是建厂比较晚的，
从基础设施较差的条件发展到今天算
是一个奇迹。特别是近三年，行业深度
调整，但宋河不管是产能还是质量、销
量，十几年一直保持着全省第一，这样
的成绩在全国也难能可贵。

感想：中国白酒在国际酒类市场上
还很弱小，所以中国酒业想要发展，必须
抱团，加强交流，取长补短，向世界展示
一个良好、健康、负责任的中国酒形象。

说到此处，王崇琳董事长深情地
说，自己从小生活在茅台镇，是不折不
扣的“茅三代”，爷爷辈时，各酒厂之间
相互交流很多，至今家里还保存有老八
大名酒，都是爷爷到其他酒厂交流时所
得。虽然自己是做营销的，不懂酿酒，
但对酒感情很深，而自己的梦想就是拜
访完所有名酒酒厂，见识中国酒文化的
博大精深，了解各种各样的酿酒技术，
从酿酒工人身上见证工匠精神。

茅台是中国酒业老大，与宋河更是
体量悬殊，但王崇琳董事长还是谦逊地
总结出宋河的诸多优点：

1.宋河的自然朴实。“老子故里酒，道
法自然香”，宋河把中国千年道家文化融
入产品、融入酒、融入市场，是一个非常
创新的提法。特别是2002年宋河改制
以后，更是有了很多营销上、产品上的创
新，以道法自然的哲学、敞开式的工艺，
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巧妙结合，让消
费者感受到了宋河传统中的与时俱进。

2.宋河与时俱进的做法。宋河近几
年有这么稳定的发展，离不开宋河人思
路的变化和创新。从宋河人身上，我可
以看到很强烈的精神，他们能把道法自
然的文化融入河南人勇于开拓的精神
上，这样一个企业的发展，必是文化开
道、精神为先的。

3.宋河勇于开拓的精神。宋河之所
以能连续14年在产能、储存、销量、销售
额上都保持豫酒第一，这里面有很多可
取之处。

王祎杨说，王崇琳董事长的讲话，
代表了中国白酒走向世界的一种理想，
深受鼓舞。今后，我们一定不能在繁杂
的声音中迷失自己，而要团结协作，共
同推动白酒行业健康发展。

王崇琳说，为了方便起见，建议今
后茅台河南省区与宋河酒业建立友谊，
多交流，多互动。茅台与宋河的交流沟
通，正是源于酒，发于酒，成于酒，

对于宋河的产品风格和口感，王崇
琳董事长评价为“宋河酒很好喝，不比
其他所谓的名酒差”，他表示宋河酒口
感绵、甜、不烈、香、顺，饮后很舒适，这
也正与酒类品鉴专家给予宋河酒的评
价不谋而合。

王崇琳：中国酒业需要相互融合

王祎杨：愿宋河、茅台友谊之树长青

参观车间

集体合影

看产品

前言

为茅台集团名誉董事长季克良封存的原酒

▶致词、发言

□本报记者 申明贵

贵州茅台股份公司副总经理王崇琳

宋河股份总裁王祎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