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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2 日，2017 第 19 届中国
（郑州）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期间，
被誉为“河南酒业奥斯卡”的“河南
酒业年度总评榜颁奖典礼”在郑州
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豫酒领军
品牌仰韶酒业产品、品质、市场、品
牌联动，一举拿下九项大奖，连续两
年创豫酒单场活动获奖数目纪录。

其中，仰韶国陶天地人和被授
予“2016 河南市场十大文化特色
酒”；仰韶彩陶坊地利、仰韶窖香十
年均获“2016河南市场畅销酒”；仰
韶窖香红瓷获“2016河南市场十佳
口感酒”。

河南仰韶营销公司总经理卫凯
带领仰韶营销团队在行业深度调

整、市场风云变化的情况下，在产品
营销中守匠心、谋创新，取得了连续
四年逆势增长超 30%的业绩，被评
为“2016河南酒业风云人物”。

仰韶酒业公司总经理郭富祥带
领团队兢兢业业酿酒、实实在在科
研，助力陶融香型获得国家认可，被
授予“2016 河南酿酒大师”荣誉称
号。

仰韶营销公司品牌中心总监尤
全学带领品牌中心创新传播形式，
常年为“豫酒振兴、仰韶崛起”的行
业大势鼓与呼，并以令人为之尊敬
的工匠精神、敬业精神，被评为

“2016豫酒宣传好声音”。
仰韶营销公司郑州彩陶坊销售

中心四公司徐翠带领销售团队凭借
优异的成绩被授予“2016河南酒业
销售精英”。

除了上述情况之外，同时在
2016年，作为豫酒领军阵营中的骨
干力量，仰韶酒业还在科技创新引
领与担当社会责任这两个方面表现
出彩，此次获得了“2016年度豫酒风
格创新奖”“2016 河南酒业爱心企
业”两项大奖。

实力，写意品质；荣誉，彰显不
凡。仰韶在维护其豫酒领军品牌地
位的同时，也正在从文化仰韶、科技
仰韶、品质仰韶等方面健康发力，一
个更富力量和爆发力的仰韶酒业正
阔步而来！

18地市酒业领导为仰韶“代言”
仰韶连摘九奖再创豫酒新高度

暮春四月，酒

香中原。4月 21日

至 23日，以“合心、

合契、合力”为主题

的第 19 届中国(郑

州)国际糖酒食品交

易会在郑州国际会

展中心盛大举行，

万商云集。仰韶作

为河南地产酒在本

届展会期间实力绽

放，人气爆棚，成最

大赢家。

4月 21日，2017第 19届中国（郑
州）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开幕之际，
在河南省酒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蒋辉、河南仰韶营销公司总经理卫凯
等的陪同下，来自河南18地市的酒业
领导一行亲赴郑东新区仰韶酒业交
流学习，共话豫酒未来。

座谈会上，参观团集体为仰韶
“代言”，并围绕“河南人，喝豫酒”与
“豫酒振兴”的话题深情畅谈。

“七年前，我们私下议论：仰韶找
对了自己的路子，只要坚持下去，一
定会有美好的明天。”商丘市酒业商
会会长魏经仁谈起仰韶感慨万千，仰
韶为豫酒树立了榜样，能够代表豫
酒，领军豫酒，并且已经走出了个性
化的路子。

安阳市糖酒商会秘书长范敬昌
表示，在现场的沟通交流过程中对仰
韶完善的模式以及可靠的产品品质

有了进一步的认同，希望随后去仰韶
酒业渑池酒厂进行实地参观。

平顶山市酒业协会会长李亚伟认
为，通过以往的了解，可以感受到仰韶
在河南市场的行业地位，作为河南自
主香型陶融香酒，仰韶具有独特优势，
势必要把握住，再造豫酒传奇。

各地市酒协领导纷纷发表了自
己的看法，大家一致认为：豫酒品质
越来越好，河南人喝自己的家乡酒，
绝不是狭隘的区域保护，而是对豫酒
品质、品牌、市场、文化自信的综合体
现。

最后，蒋辉在总结发言时表示，
“目前豫酒振兴如火如荼，越来越多
的河南人正在选择喝豫酒。近年来，
仰韶借助品质营销的异军突起，为豫
酒品牌的自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希
望仰韶在承担这个历史使命的同时，
带领豫酒再度走向全国。”

仰韶迎来“最具权威”代言团

三大领域绽放，斩获九项大奖

文化仰韶 科技仰韶 品质仰韶

酒协领导参观仰韶办公区

座谈会现场

仰韶营销公司总经理
卫凯

仰韶酒业公司总经理
郭富祥

□本报记者 申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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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通讯员 吴
仲怡）4月27日2017郑州航展暨世界
编队特技飞行年度颁奖盛典要在郑州
上街机场开幕，4月26日，记者参加航
展媒体开放日，了解到本届“国际范
儿”的航展飞行秀将在通航体育和通
航表演产业里创造众多“第一”。

细数航展的众多“第一”

4 月 27日至 5月 1日，本届航展
期间诸多“第一”将让观众大饱眼福。
遴选确定了 12支全球顶尖的颁奖入
围飞行队和2支表演嘉宾飞行队参加
郑州航展，共40余架特技飞机，50多
位国际顶尖飞行大师。这是国际航联
首次举办世界编队特技飞行颁奖盛
典，在世界航空史上也是第一次集结
这么多的特技飞行队进行表演。

美、俄、英、法、意、西等10个国家
14支特技飞行表演队以及 4架参加

“中原飞行大会”的境外飞机共计48架
航空器，可临时使用未对外开放的郑
州上街机场及以机场为中心半径10公
里范围、高度3000米以下空域进行特
技飞行表演。这是国内首次批准城市
未开放空域进行低空飞行。

第一次“境外私人飞机直飞中
国”。在航展协办方英国私人航空器
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的协助下，本届航
展有数架私人飞机从国外飞来上街机
场。有一架来自美国飞行家表演队的
特技飞机，是直接整机空运抵达郑州
的，这也是郑州机场口岸首次进口运动
型竞技飞机。据介绍，此次参与郑州航

展飞行表演的外籍飞机中，有2架飞机
搭乘中欧班列（郑州）到达郑州口岸。

国内首架“双水獭”亮相

4 月 26 日，国内首架“双水獭”
DHC-6400型 19座通勤飞机从天津
飞抵郑州上街机场。在2017郑州航
展期间，这架飞机要进行静态展示。

据了解，在航展期间，作为这架

飞机的引进方，华彬亚盛通用航空
（北京）有限公司将与上街区人民政
府进行签约，双方合作使用“双水獭”
通勤飞机，共同开发以上街机场为客
源地，辐射河南省内和省际间的短途
通勤运输服务。据介绍，作为能够在
低于零下 60摄氏度的极端天气仍可
安全飞行的飞机，“双水獭”也是唯一
能够在南极紧急运送危重病人的小型
飞机。②9

本报讯（记者 高超）4月26日，我
省 2017年大学生征兵工作会议在郑
州召开，安排部署今年任务，大学生征
兵工作从即日起全面展开。省征兵领
导小组副组长、省军区副司令员宋存
杰出席会议。

据介绍，去年我省圆满完成国务院、
中央军委赋予的大学生征集任务，征集
入伍大学生比例达到35.9%，超过上级
指导性比例3.9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

会议明确，今年我省大学生征兵工

作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现在
开始到放暑假前，主要做好在校大学生
和应届毕业生的先期征集，在毕业生离
校或学生放假前完成预定兵，发给预定
兵通知书；第二阶段，从7月20日开始
到9月底，主要做好高校新生和往届毕
业生的动员征集。征集入伍大学生在
去年的基础上要力争有较大突破。

会议强调，河南是人口大省、兵员
大省、教育大省，全省高校现有男性在
校学生91.3万人，预计今年参加高考

学生86.3万人，征集大学生入伍潜力
巨大。军地要进一步深化宣传教育，
积极拓展主渠道、唱响主旋律；进一步
创新激励机制，不折不扣兑现好现有
政策，结合自身实际，不断创新完善政
策机制；进一步完善高校征兵工作的
组织领导，成立由党委书记任组长的
征兵领导小组，建立健全武装部和征
兵工作站，指定专门人员，落实保障经
费，确保今年大学生征集数量、质量有
新的更大提升。③3

□本报记者 杨凌

4月 25日上午，中牟县从严治党
学习教育暨“万名党员进党校”第七期
培训班上，学员郑彩霞激动地告诉记
者，“听了两天课，感受很深，更深刻地
认识到自己是一名不同于普通群众的
共产党员，各方面都要走在前列。”

把加强思想教育作为全面从严治
党向基层延伸的着力点，塑造党内政
治生活的“仪式感”，强化党员的“身份
感”，让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发
挥排头兵和急先锋作用，是中牟县举
办培训班的目的。

“我们计划用一年的时间将全县
2.7万余名党员分期分批全部轮训一
遍。”县委副书记楚惠东介绍说，通过
培训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铸造忠诚

品质，从思想上筑牢党员立身、立业、
立言、立德的基石。

为了确保培训实效，在课程安排
上，该县突出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
的主课地位，两类课程在教学安排中不
低于总课时的70%。培训中还安排了
参观廉政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佩
戴党徽、参加军训、唱红歌等环节。

“每个党员在入党时都会有宣誓
仪式。培训时我们有意增加一些仪式
感，促动党员回归党员身份，重拾政治
信仰，扛起责任担当。”县委组织部部
长王素梅介绍说。

自今年 2月开班以来，随着培训
的不断推进，中牟县广大党员的精神
面貌正在悄然改变，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的意识增强了，工作更加主动了，责
任心担当意识更强了。“培训只是开
始，从严治党在基层的落实任重道远，
需抓长抓常抓深抓细，久久为功。”县
委书记樊福太表示，中牟县将通过多
种措施，长期不懈、抓实抓细从严治党
的基础工作，培养和锻造一支信念坚
定、对党忠诚、敢于担当的党员队伍，
凝聚党心民心，为中牟早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③7

郑州航展创众多“第一”

加快口岸建设 打造“多枢纽”
——访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恩专

聚焦河南自贸试验区聚焦河南自贸试验区
之智库连线

我省大学生征兵工作全面展开

中牟2.7万余名党员党校轮训不忘初心

走走基层基层 转转作风作风 改改文风文风

郑州火车站西出口—上街机场

郑州始发班次：7:30、11:00、15:00

航展服务台 免费专线巴士供您选

新郑机场T2候机楼—上街机场

新郑机场始发班次：8:00、13:30

航展期间机动车限行

4月27日至5月1日航展期间
每天6时至20时

非持有效航展通行证车辆，禁止驶入昆仑路(不
含)以东、蓝天路(含)以南、洛宁路(含)以西、安
阳路(不含)以北范围以内区域

停车场在哪儿

P4停车场位于上街区安阳路与蓝天路之间，通
航五路与通航六路区域内

P5停车场位于上街区安阳路与蓝天路之间，通
航一路与通航二路区域内

整理/何可 制图/党瑶

□本报记者 丁新科 赵振杰
本报通讯员 朱世欣

刘恩专教授为天津财经大学经济
学院副院长、国际贸易学科带头人，长
期从事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跨国公
司与FDI、世界自由贸易港区等的研
究与教学工作。

问：天津自贸试验区挂牌运行以

来，飞机租赁、融资租赁等业态发展很

快，在相关的制度建设上有什么经验？

答：天津自贸试验区的一条十分
重要的经验，是充分利用本地先进制
造业聚集、口岸腹地广阔和开放政策
资源丰厚的综合优势，实现融资租赁
业的高度聚集，领跑全国租赁业。融
资租赁业是一种集贸易、金融和制造
业于一体的现代服务业，因而能够成
为天津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产业载
体。目前，作为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
的东疆保税港区，是中国融资租赁业
最为密集的区域，其中飞机、国际航运
船舶和海工平台租赁业务分别占全国

的90%、80%和100%，是全国融资租
赁资产交易的功能平台。

问：天津在口岸建设、发展航空物

流上与郑州有相似之处，天津的经验

有哪些?

答：天津是我国北方最重要的开放
口岸，在京津冀通关一体化和自贸试验
区建设的推动下，口岸服务机制不断创
新，大通关体系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
设加速推进，区域口岸合作继续深化，
增强了口岸服务辐射和带动能力。

郑州作为全国功能性口岸最多的
内陆城市，今后口岸建设定会加速推
进。河南应加快建设肉类进口口岸、汽
车整车进口口岸、粮食进口口岸等一批
特定口岸和多式联运监管中心；要积极
打造向西陆路贸易通道的“多枢纽”，尽

快实现国际运邮业务常态化。
问：对于河南自贸试验区建设，你

认为有哪些着力点，有何建议？

答：经过前两批自贸试验区的实
践，其制度创新和试验的路径、方式和
举措已经基本成熟，新的自贸试验区
工作着力点应该首先放在能够充分体
现自身特色、彰显地区优势的方面。

河南自贸试验区的突出优势体现
在：内陆功能性口岸最多、多枢纽贸易
物流通道、产业和市场辐射面广，要努
力将这些优势、特色与改革创新最大
程度地结合起来，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没有产业高度聚集形成的发展效
应，制度创新就会成为空话。要与国
际“对标”，从微观着手，努力营造企业
导向的营商环境。③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