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茅台举办
3·15专场活动

3月 15日，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
公司在郑州举行了“‘放心饮酒，品味
茅台’3·15专场活动”。

河南省消费者协会秘书长王伟在
活动上介绍，河南是人口和消费大省，
茅台在河南的销售量目前居全国第三
位，这个成绩来源于茅台酒过硬的品
质和诚信经营的理念。

茅台河南经销商联谊会会长、河南
省副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
庆云认为，国酒茅台在河南区域内借
3·15这个机会举行这样的维权活动，
已经远远超出茅台产品本身，是一种大
责任、大担当，对行业有引领垂范意义。

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河南省
区经理刘富源表示，茅台酒今后将继
续加强品质，坚持诚信，打造世界第一
蒸馏酒品牌。 （申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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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名酒

□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朱西岭

3 月 25日，第 96届全国糖酒商品交
易会在成都落幕，为期3天的展会吸引了
来自 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900多家企
业、304977人次的观众,豫酒也迎来一个
丰收季……

一线名酒，聚焦市场布局忙
展会期间，茅台集团携陈年茅台酒、

生肖茅台酒、小瓶茅台、红瓶茅台、茅台王
子酒等系列产品亮相。其间还召开了
2017年春季全国经销商座谈会，重申了茅
台酒1300元的“底线”。

五粮液同样动作频频，“交杯牌五粮
液”平台商沟通会、2017年并购企业营销
工作会、2017年全国五粮液品牌运营商营
销工作会相继举行，五粮液股份公司董事
长刘中国在会上再次强调了积极打造“两
个百亿+两百亿”的目标。

洋河与酒类电商1919酒类直供达成
战略合作，并发布了由 1919专销的战略
新品“金洋河”及“洋河头曲”。

古井贡酒携手黄鹤楼酒，“双名酒”打
造了2000平方米的超大展厅，古井贡“年
份原浆”系列、“37°亳菊”系列及黄鹤楼
酒陈香系列、生态原浆系列悉数亮相。随
后又宣布与京东商城战略合作，首款京东
专销产品也正式发布。

在成都举行的汾酒经销商大会上，集
团高层提出了管理、产品、销售、人文、价
值五大体系“融创发展”的目标，集团旗下
竹叶青公司还发布了葛根竹叶青新品。

郎牌特曲召开了2017年核心经销商
大会，并发布了战略新品郎牌特曲T8。

中国沈酒则在成都推出了新品“沉
香”，该酒由已故白酒泰斗沈怡方生前出任
高级技术顾问，一上市就赢得万千瞩目。

论坛火爆，名家齐聚论趋势
展会期间，一共举行了 10多场与酒

相关的专业论坛。从专家在论坛上的论
述来看，2016年整个白酒市场呈现出弱复
苏态势：一线名酒市场稳中有升，开始反
弹；二线品牌及三四线品牌复苏乏力，压
力较大。“中国白酒酒庄高峰论坛”上，著

名实战营销专家杨永华提出，“白酒酒庄
即将成为下一个风口”，建议二三线酒企
去品牌、去规模、去工业化，走“原酒、原
浆、原生态”路径。此外，健康白酒再次成
为主题论坛热门话题之一，预示着“健康”
是白酒行业未来发展方向之一。

今年的峰会和论坛还呈现出一些新
特点，首先是酒企参与主办论坛并借势营
销的增多，如汾阳王主办了中国清雅绵柔
型白酒趋势论坛，并在会上推出了清雅香
汾阳王新品。其次是新媒体主办的峰会
和论坛增多，如酒业家、微酒新媒体等。

豫酒赴会，频频获奖耀“春糖”
3 月 19 日，2016年度“青酌奖”新品

TOP10榜单发布，宋河酒业的“46度荣誉宋
河粮液”入选；21日下午，“2016中国酒业年
度人物、品牌颁奖典礼”开幕，“国字宋河”喜
获“2016中国酒业最具复兴价值品牌”；22
日，“2016首届中国最值得百姓信赖的100
款白酒”颁奖，“国字宋河”再次入选。

3月19日，仰韶酒业旗下产品“仰韶窖
香”入选2016年度“青酌奖”新品TOP10。
21日，“中国酒业的传承与创新高峰论坛”
上，侯建光荣获“2016中国酒业年度经济人
物”称号。22日，由国内31家都市报联合推
选的“2016首届中国值得信赖的100款白
酒”发布榜单，彩陶坊再次上榜。

3月 21日下午，“转型 2016”中国酒
业年度人物、品牌获奖名单公布，杜康控
股总经理王鹏被评为“2016中国酒业年度
新锐人物”，酒祖杜康获选为“2016年度最
具复兴价值品牌”；河南省百泉春酒业董
事长周明新被评为“2016中国酒业年度经
济人物”，百泉春获得“2016年度最具成长
价值品牌”。宝丰酒业董事长王若飞获得

“2016中国酒业年度新锐人物”，宝丰获得
“2016中国酒业年度最具复兴价值品牌”；
河南豫坡集团的“天之基-老基酒”则荣获

“2016中国酒业最具创新价值品牌”。鸡
公山酒业同样斩获两项大奖……

3月 23日，本届交易会正式开幕，宋
河和杜康再次现身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
展中心，分别在1号馆和 2号馆设立了特
装展位，赢得全国酒商和观众的关注，并
达成了不少合作协议，可谓收获满满！

春风十里 醉美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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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粮特头曲召开2017年度营销工作会

3月 22日，阿斯塔纳世博会中国
馆经贸活动对接会在中国贸促会成功
举办。阿斯塔纳世博会中国馆组委会
副主任委员、中国馆政府代表、中国贸
促会副会长王锦珍以及中哈两国政
府、企业界代表共计 120 余人与会。
作为中国馆唯一的中国白酒官方合作
品牌，古井贡“年份原浆”酒现身会场。

王锦珍在致辞中介绍，主题为“未
来能源”的阿斯塔纳世博会，将于6月
10日到 9月 10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
阿斯塔纳举行，中国馆各项筹备工作
目前推进顺利。为进一步落实中哈两
国领导人共识，放大世博会的贸易投
资促进功能，贸促会特意举办了本场
中国馆经贸活动对接会。

作为中国传统民族企业的代表，
古井贡酒这已经是第四次携手世博
会。此前的 2010 年上海世博会、
2012年韩国丽水世博会以及2015年

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上，古井贡酒秉承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的
企业价值观，已多次向世界展示了中
国白酒的东方之美。尤其是2015年
的米兰世博会，古井贡酒开展了“古井
贡酒中国酒文化一带一路”国家馆巡
访，其中“酒中牡丹”被作为国礼传递
友谊，助跑“一带一路”。 （李卓）

古井携手阿斯塔纳世博会

3月 21日，五粮特头曲品牌2017
年度营销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宜宾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忠
玉、宜宾五粮特头曲品牌营销有限公
司总经理陈强，与五粮特头曲全国运
营商代表齐聚一堂，共商五粮特头曲
品牌发展大计。

据悉，2016年以来，高端白酒市场
持续回暖，为腰部产品提供了更大的市

场空间和机会，2017年白酒腰部产品
有望迎来行业调整后最大的战略机遇
期。五粮特头曲品牌经过近四年的不
断成长，特别是2016年持续开展的精
准营销工程，为五粮特头曲的快速成长
奠定了基础。公司经过认真分析，深入
研判，在会上提出了继续深化开展精准
营销，强化执行力的战略方针。

陈强在会上指出，目前五粮特头曲

主要腰部品牌基本已完成调整和优化，
蓄势待发。2017年在执行过程中，要
以费用管理为抓手，以团队建设为基
础，以核心终端建设为载体，以市场管
理为保障，全方位推进精准营销建设。
他还就2017年五粮特头曲品牌策略、
精准营销的具体实施方案进行了详细
解读和部署，同时号召厂商携手，坚决
做强、做大五粮特头曲品牌。 （西岭）

周明新
（河南百泉春酒业董事长）

获得 2016中国酒业年
度经济人物，是组委会对我
从事白酒行业 50年的一种
认可。今后，百泉春人将继
续扎实奉行“只有好品质，才
有好品牌；只有好品牌，才有
好市场；只有好市场，才有好
效益；只有好效益，才有好未
来”的承诺，用实际行动振兴
豫酒！

■■大咖声音大咖声音

侯建光
（河南仰韶酒业董事长）

仰韶文化是我国远古
先民的伟大智慧，仰韶酒业
在传承仰韶文化的同时，通
过不断创新研发出中国白
酒的第十三种香型——陶
融型白酒。在当下中原经
济的创新发展中，在振兴
豫酒的历程中，仰韶人有责
任和义务去推动豫酒风格
创新，振兴豫酒！

朱景升
（河南宋河股份总裁）

宋河始终坚持产品质
量标准红线，并成立了以国
家级评酒大师为首的质控
团队！国字号产品，基酒必
须存储五年以上，其他的产
品 基 酒 必 须 存 储 三 年 以
上。今后要聚焦市场，渠道
下沉，打响“老子故里酒，道
法自然香”的品牌口号。

全新班子 带领宋河开创新局面

产品为王 国字宋河连获“畅销类超级大单品”殊荣

品质说话 宋河产品以匠心赢得“百姓信赖白酒”

3 月 23 日 -25 日，第

96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

在蓉城成都盛大举办。宋河

酒业代表豫酒主会场设展，

在成都绽放出别样的品牌风

采，受到广大经销商、消费者

及媒体的关注与追捧。除此

之外，宋河更是连续收获了

5个沉甸甸的奖项，让这缕

来自老子故里的“自然香”迅

速红透全国。

3月19日上午，2017中国国际酒
业博览会期间，中国酒业协会在酒城
泸州发布了2016年度“青酌奖”酒类
新品 TOP10 榜单，宋河酒业提报的

“46度荣誉宋河粮液”凭借卓越的产
品 品 质 入 选“ 青 酌 奖 ”年 度 新 品
TOP10，这也是宋河产品继“共赢天
下10年”获得2015年度“青酌奖”酒
类新品 TOP10 后，再次用匠心酿造
赢得了行业的尊敬。

3月 22日，“2016首届中国最值

得百姓信赖的100款白酒颁奖典礼”
在成都文轩美术馆盛大开幕，会上，

“国字宋河”凭借卓越的品质和口感，
荣耀获奖。

两个评选针对的都是酒品的品
质，并且都经历了媒体或企业提报、
网络投票和专家品鉴的专业评审环
节，所以入选的产品无论是在工艺技
术，品牌文化，还是口感、性价比、消
费需求等方面，都最能代表中国酒业
的荣耀和骄傲。

3月21日下午，由全国糖酒商品
交易会办公室、中国千商大会组委
会、华夏酒报社主办，华夏酒报社、中
国酒业新闻网承办的“2017春季全国
糖酒会高峰论坛暨2016中国酒业年
度人物、品牌颁奖典礼”在成都洲际
酒店盛大开幕，在行业专家、媒体大
咖的共同见证下，“国字宋河”荣获

“中国酒业最具复兴价值品牌”奖项，
并以中国名酒的品牌魅力，完美诠释
了中国酒业的传承与创新。

“2016 中国酒业年度评选”于
2017年 3月正式启动，在为期半月的
投票环节中，累计吸引超 10万人参
与投票，“国字宋河”得到了广大读者
与网友的接力支持，以超高的票数，
荣耀当选为“中国酒业最具复兴价值

品牌”奖，这不但是全行业对宋河品
牌的嘉许，也是消费者对国字宋河认
可与选择的结果。

真正的好酒，总是经得住时间的
历练和环境的磨砺。一直以来，宋河都
秉持“为消费者酿好酒”的朴素理念，用
匠心为消费者酿造极品美酒。而在渠
道上，宋河也是唯一能够做到河南渠道
全覆盖的企业，真正实现了“新得了，守
得住”。面对外来酒水的强劲攻势，宋
河也迅速找准了方向，那就是抓住目标
消费群体，打不一样的营销牌。今年是
公认的酒水行业复苏年，作为豫酒龙头
和河南唯一的浓香型中国名酒企业，宋
河酒业以“中国酒业最具复兴价值品
牌”奖为契机，必将以品质、以匠心、以
渠道引领豫酒品牌实现价值复兴。

3月22日下午，由糖烟酒周刊举办
的“寻找中国超级大单品——中国糖烟
酒超级单品高峰论坛”在成都城市名人
酒店盛大开幕，会上发布了“中国糖烟
酒超级单品首批榜单”，宋河酒业旗舰
产品“国字宋河”得到了与会大咖、媒
体、经销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与江
小白、柔雅枝江等7个产品共同荣耀当
选为“中国首批畅销类超级大单品”，也
是豫酒中唯一获此殊荣的产品。

业内普遍认为，只有明星的产品，
才有明星的品牌和明星的企业。超级
大单品不但树立起了企业与品牌的形
象，扩大了企业与品牌的影响力，同时
也为企业赢得了市场份额和利润。据
了解，宋河酒业生产的国字宋河于
2009年正式投入市场，它由河南唯一
的中国首席白酒品酒师、宋河酒业总
工程师李绍亮先生亲自调制，依托厚
重的中原道家文化，将传统酿制方式
与当代技术有机结合，以自然发酵，自
然储存，自然生香的生产方式，独创白
酒中全新的品类——自然香。经过近
8年的培育，自然香已经得到了行业和
消费者的认可，连续获得“品类领军
奖”和“品类创新奖”。现在，国字宋河
无论是品牌力、市场力还是渠道力都
已经非常成熟，“中国礼遇，国字宋河”

的广告语家喻户晓，在 2016 年，国
字宋河又被中国酒业协会和消费者
共同认定为河南地标酒，被称为中
高端豫酒的经典代表。

无独有偶，在 3月 20日酒业家
主办的第六届中国酒业市场论坛暨
2017中国酒业明星大单品颁奖典礼
上，国字宋河在经过百万级流量票
选后，与其他34个白酒产品同时当
选为“中国酒业明星大单品”，成为
豫酒单品中的荣耀标杆。

未来，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
必定是大单品之间的决胜。没有大
单品，就没有强势的品牌；没有长寿
的大单品，就没有长寿的品牌。
2017年年初，在宋河酒业2017年度
经销商会议上，宋河总裁朱景升就
着重提出，未来宋河酒业会重点实
现资源聚焦，培养大市场、大单品，
而打造超级大单品将成为未来宋河
酒业产品规划的重要方向，希望通
过聚焦主导产品，积极引导和培育
消费群体，让资源和生产要素向主
营产品适当倾斜，真正发挥大单品
在品牌发展中的支柱、主心骨作
用。作为宋河酒业重点打造的旗舰
产品，国字宋河也必将成为宋河首
个中高端价格带的超级大单品。

3月21日上午，宋河酒业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朱景升携手重组后的宋河
新班子，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兼宋河酒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国恩，
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生产
基地总经理刘新田，以及河南省酒业协
会会长熊玉亮等共同接受了河南日报、
大河报、华夏酒报、新食品、糖烟酒周刊
等省内外20余家媒体的采访。

朱景升分别对宋河的产品、市
场、品牌等进行了详细介绍。在产品
质量方面，宋河酒业将成立相关部
门，以国家级评酒大师为组长，严把
质量关，继续坚守宋河多年来一直坚
持的产品质量标准红线，国字号产品
基酒必须要存储五年，其他的产品基
酒必须要存储三年以上，以极品美酒
回馈消费者。

在品牌建设方面，继续主动积极
地主办各类消费者活动，宋河生产基
地是道教文化的发源地，现在消费者

每年到厂区参观的人数不下1万人，
他们会在消费者之间完成口碑传播
的任务，同时，宋河也邀请鹿邑地区
各个乡镇的村干部到宋河进行参观，
由他们带动本地的消费者。

在渠道方面，既要保障经销商有
利润，同时也要增强企业产品的社会
认可和消费者认同。在市场方面，今
年上半年宋河将集中精力进行市场
净化，重点打击串货、假货，提升经销
商信心。

坚守与创变，是企业永恒不变的
主题。正如朱景升在3月 21日上午
的媒体座谈会上所说，宋河所获得的
所有奖项，不管是企业类，还是品牌、
产品类，无不与工匠精神有关。宋河
从酿造到营销，再到管理，每个团队无
不在诠释着宋河无处不在的工匠精
神。宋河，用实力为豫酒赢得了尊敬，
为行业树立了新的标杆。 (丽艳)

品牌响亮 国字宋河荣获“最具复兴价值品牌”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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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字宋河获“畅销超级单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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