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8日，中国诗酒文化协会副会长
兼执行秘书长彭德骏一行，在河南省酒
业协会会长熊玉亮、河南省宋河股份总
裁朱景升的陪同下，对宋河酒业进行了
参观和调研。

彭德骏一行首先参观了辅仁大厦楼
下的宋河酒业旗舰店，在详细参观了国
字宋河、共赢天下、宋河粮液 1988等宋
河代表产品后，彭德骏、熊玉亮、朱景升
等在宋河旗舰店展开了一场洋溢着诗
情、酒香的温馨座谈。

座谈交流时，熊玉亮对宋河的生产
规模、主要产品等作了简单介绍。他说，
宋河酒业是河南唯一的浓香型中国名
酒，从 2002 年改制以来，生产规模、实
力，一直都占据着豫酒第一的位置，特别
是拥有 10位国家级白酒评委、100多位

省市级白酒评委，这样的技术实力在全
国也名列前茅。

彭德骏说，这已是第三次到访宋河
了，对宋河感情很深。宋河粮液诞生于
老子故里，老子道家哲学可以说是宋河
酿酒的灵魂，那里也是近现代诸多诗人、
学者、书法家推崇的圣地，著名作家李
准、魏巍、李铎等都在宋河酒厂留下过墨
宝，这不但是宋河酒业的财富，更是中国
诗坛、酒坛的宝贵资产。

朱景升在发言中说：“‘文化养酒，再
以酒养文化’，宋河一直以来都坚持从道
家哲学文化中汲取营养，再通过酒把它
传播给更多消费者，并且取得了可喜的
成绩。早在2006年，宋河粮液就荣获了
中国诗酒文化协会、中华文化名酒宣传
推介工作委员会共同颁发的“中华文化
名酒”荣誉。宋河酒业也期待着与中国
诗酒文化协会再次深度合作，将中国酿
酒文化、饮酒文化等通过诗词的方式传
递给更多消费者。”

随后的招待晚宴上，彭德骏在品鉴
了宋河酒业高端旗舰产品代表——国字
九号后，对其口感和品质给予了极高评
价，并赋诗称赞曰：中原得遇自然香，且
将诗肠换酒肠！

（利艳）

宋河酒业举办第八届劳动技能竞赛

日前，宋河酒业在生产一
分厂四车间举行了第八届劳动
技能竞赛开幕式，鹿邑县总工
会副主席李福云、宋河酒业公
司副总经理杨明先、宋河酒业
公司工会主席郭尚建及此次竞
赛各项目负责人、裁判员、参赛
选手、大赛组委会工作人员参
加了开幕式。

本次大赛自 4月 18日开
始，历时4天，参赛选手300余
人。项目设置有电工维修、白

酒酿造、制曲养曲、锅炉运行、
行车操作、酒质检验、成品酒
包装、包装材料检验、白酒感
官品评、微生物培养、安全消
防、办公自动化、财务技能等
22个，每个项目均采取理论考
试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分值
计算办法。经过紧张、激烈、
有序的比赛，最终产生一等奖
25人，二等奖25人，三等奖22
人。通过岗位练兵，造就一支
高素质的职工队伍。 （利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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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务院批准，自2017年起，将每年
的5月10日设立为“中国品牌日”，今年的
主题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开
启自主品牌发展新时代”。

白酒是河南食品工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品牌众多，底蕴深厚。作为一大传统
产业，白酒也是河南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重点支持的行业，未来河南白酒该如
何加强自主研发、做强品牌影响力呢？“中
国品牌日”到来之际，记者就豫酒品牌发
展及未来如何打造、做强品牌等问题专访
了知名实战营销专家、亮剑营销咨询公司
董事长牛恩坤。

豫酒品牌发展现状
中原白酒，品牌众多，但叫得响的很

少。牛恩坤分析指出，虽然坐拥全国公认的
白酒大市场，但几大豫酒龙头企业加起来的
销售额还不如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和洋
河在河南的销售额。因此，豫酒品牌的现状
是：“一流的心智占位”：比如河南日报2010
年提出并打造的豫酒“六朵金花”宋河、杜
康、仰韶、宝丰、赊店、张弓，在消费者心中都
有很高的知名度。“二流的行业地位”：虽然
没有年销售额超过30亿元的企业，但豫酒
板块在全国却始终处在前三位，因为消费量
大。“三流的市场表现”：相对于其他全国品
牌，豫酒品牌近20年的发展不但没有进步，
反而出现了倒退，市场表现只能算三流。

豫酒品牌发展存在的问题
因为从事行业营销咨询多年，牛恩坤

对豫酒发展问题看得很清楚，他认为，白
酒是一个生态链条较长的传统行业，其酿

造、生产工艺特点决定了营销要与时俱
进、品牌需长期培育。在很多外行看来，
白酒企业的成功只需把营销做好就行了，
其实那是因为白酒竞争所处的阶段不同，
随着白酒企业品牌集中度提高和消费者
认知能力提升，白酒品牌培育成了一个生
态系统工程。但河南白酒企业改制后多
是外行进来，没有做好充足准备，企业战
略定力不足，没有长远规划，再加上资源
不聚焦，导致外地市场没做好，本地市场
也丢了，什么机会也没抓住，至今仍没一
个能真正走向全国的品牌。

做强豫酒品牌的建议
牛恩坤告诉记者，虽然问题很多，但

豫酒各大品牌的机会还很多。以下建议
供参考。

一、重新认识当代白酒消费的新特

点。特点是什么呢？老品牌、新玩法，与
消费者交互。“老品牌”，就是2012年之后
白酒重回茅五剑时代，中高端酒水消费者
普遍只认可几大著名品牌的热销单品，如
茅台只买“飞天”、五粮液只买“水晶52度
普五”；“新玩法”就是营销手段要与时俱
进，要借助移动互联网改变与消费者的链
接方式，与消费者交互、产生黏性。

二、重新认识白酒行业的新机会。豫酒
由于在本地消费者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再
加上行业地位较高，如果能重新认识自己，
进行战略定位，逆袭的机会依然存在。

三、根据自身实际找到自身模式。不
要去模仿别人，因为盲目跟风意味着失
去自身优势，要分析处境，找到一条既适
合自己发展，又能不断创新的模式，不断
反思，不断调整，优化精进，快速反应，闯
出一条适合豫酒品牌发展的路子。

牛恩坤：创新模式 做大单品 做强品牌

中原得遇自然香 且将诗肠换酒肠
——中国诗酒文化协会副会长彭德骏访问宋河

“弘扬工匠精神 振兴豫酒产业”系列之五·中国品牌日特别报道

酒海观澜

4月28日至29日，由中国酒业协会、
舞阳县人民政府主办的贾湖酒文化国际
研讨会在舞阳县召开。中国酒业协会专
职副理事长刘秀华、原中国酒业协会专家
组组长梁邦昌、加拿大酒类专家詹姆斯·
博伊斯等国内外酒业权威专家以及中国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日本东京
大学教授大贯静夫等国内外知名文化考
古行业专家出席了会议。

位于舞阳县的贾湖遗址是中国新石
器时代早期的重要遗址。早在 9000多
年前，贾湖就开始酿酒，是迄今发现的世
界最早的酿酒遗存。此次会议就进一步

弘扬贾湖文化、搞好贾湖酒文化产业开
发、丰富中国酒文化内涵、增进中外文化
交流等进行了热烈探讨，并达成了《首届
贾湖酒文化国际研讨会共识》，专家们建
议充分利用贾湖文化品牌，进一步搞好
贾湖文化的保护开发，使贾湖遗址实现
可持续发展。

贾湖酒业集团董事长张彪表示，作
为9000年贾湖文化的传承者，贾湖酒业
集团将与众多国内外专家一起，为弘扬
贾湖酒文化贡献力量，让中国酒文化绽
放出更加绚丽迷人的光彩。

（黄卫民 刘晓伟）

贾湖酒文化国际研讨会成功举办

●● ●● ●●

5月6日上午，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河
南省摄影家协会、洛阳市摄影家协会、郑
州市摄影家协会等组织，100多名摄影师
参与的摄影采风团及新华社、人民网、凤
凰网、大河报、洛报融媒等20余家媒体组
成的摄影团，抵达杜康控股汝阳酿酒生
产基地进行摄影采风、参观交流活动。
这也是杜康自 4月 18日启动“千眼看杜
康”活动以来，组织的第二场采风活动。

摄影采风团一行，在酿酒基地领导
的陪同下参观了杜康酿酒车间、华夏第
一酒窖、杜康造酒遗址公园，徜徉在无边
的春色中，沉醉在杜康醇厚的酒香里，不
停按动快门，将杜康的生态之美、品质之
美、文化之美，一一收入镜头，用独特的
视角和高超的摄影技术描绘勾画着杜康
的醉美风情。

活动进行过程中，洛阳市摄影家协
会还给杜康造酒遗址公园授予了“洛阳
市摄影创作基地”的荣誉称号，这无疑是
对文化杜康、生态杜康的一种莫大肯
定。据了解，杜康造酒遗址公园是在杜
康造酒遗址上恢复兴建的酒文化圣地，
该遗址是杜康发明秫酒的发源地，如今
也是全国唯一的酒文化博览中心，每年
吸引了大量游客和酒客。

来自开封的一位老摄影家在参观结

束时深有感触地说，酒祖杜康名不虚传，
这里不但酒美，风景更美，自己愿把深厚
的杜康文化，优美的生态酿造环境通过
镜头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发现杜康之
美。

其他摄影家也纷纷表示，要用独特
的视角全面展示“醉美杜康”，把一个
活力创新、充满魅力的杜康介绍给海
内外的朋友，让摄影成为构建杜康文
化的载体、展示杜康风采的平台，展现
出文化杜康、生态杜康、品质杜康的精
彩亮点！

据悉，为感谢摄影家的辛勤付出与
厚爱，杜康控股将针对本次摄影采风活
动举行“醉美杜康”摄影大赛。

（孟振峰）

“千眼”聚焦 醉美杜康
——全国百名摄影家到杜康酿酒基地采风

仰韶酒业

通过酒类国优等级认证
5 月 4 日至 5 日，中食联

盟（北京）认证中心专家曾游、
李贵民、孟辉一行在仰韶酒业
总工程师韩素娜的陪同下走
进仰韶，对仰韶酒业进行白酒
国优等级认证评审。

认证中心专家组通过现
场查看、询问、查阅记录等多
种方式对仰韶酒业的多方面
生产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审核，
而后对仰韶酒业在生产现场
管理、食品安全控制、质量控
制等方面所做的工作给予了
高度肯定。通过详细的审核，
审核组通报了本次审核结论：
仰韶酒业通过白酒国优等级
认证资格评审。

据了解，为维护消费者权
益、引导消费，规范酒类认证
工作，进一步促进中国酒类行
业质量安全水平的提高，企业
必须在生产规范、卫生规范、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这 3
个方面都取得“三优”，才能通
过“国优”认证。

本 次 认 证 是 仰 韶 酒 业
2007年首次进行国优等级认
证以来的第 11次评审，是仰
韶酒业多年来对食品安全高
度重视的一种体现。

一直以来，仰韶酒业从水
源、原料、生产、储存、包装等
方面都严格把关，在国家和省
级质监、工商部门抽检中均连

续合格，各项指标均保持领先
水平，进而顺利地通过了国优
等级认证。

在评审过程中，韩素娜代
表企业向专家组一行介绍了
公司近 10年的发展历程，并
围绕仰韶酒业近年来在科技
研发、食品安全、质量管理、香
型创新、白酒质量安全追溯体
系建设上着重进行了系统性
的汇报。

专家评审组组长曾游了
解了基本情况后表示，仰韶
近年来的发展在国内白酒界
有目共睹，陶融香型的确立、
建成河南首个白酒质量安全
追溯体系就是强有力的证
明。

评审过程中，专家组一致
表示：仰韶有着完善的酒类产
品质量安全保证体系，原料精
选、工艺精湛，特别是“雅、醹、
融”的风格更易被消费者接
受，也符合消费者对于饮用品
舒适、健康的诉求。

此次白酒国优等级认证
的顺利通过，是对仰韶酒业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产品质量
建设工作的最好肯定，将大
大促进仰韶在生产工艺改
造、现代管理技术、食品质量
安全管理水平等方面素质的
综合提升。

（黎明）

豫坡酒业助力“第八届高校高峰论坛”

4 月 27 日上午，由河南
日报社主办的“第八届河南
高等教育领军高校高峰论
坛”暨“2017年度河南教育豫
军总评榜”颁奖典礼在郑州
举行。作为河南唯一一家连
续24年获得国家绿色食品标
志并在国家级绿色食品博览
会上荣获金奖的白酒企业，
河南豫坡酒业赞助了本次活
动，成为中午宴请与会嘉宾
们的招待用酒，赢得大家的
一致肯定。

笔者在论坛现场看到，以
绿色为主基调的豫坡酒展板

散布在会场中间，赢得了不少
人的关注，当听说豫坡酒是
利用当地方圆百里无污染、
无公害原粮生产基地，利用
原生态绿色环境、原生态绿
色水源、原生态绿色粮食、原
生态绿色发酵、原生态绿色
酿造、原生态窖藏，经科学配
制开发生产的绿色生态酒，
并且连续24年获得国家绿色
食品标识，去年还在第十七
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上获
得金奖，成为河南白酒中的
唯一时，纷纷点头称赞。

（崔盘收）

林冠举办德国葡萄酒新品发布会

5 月 5日，河南林冠葡萄
酒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在郑
州举办德国原瓶进口葡萄酒
新品上市发布会暨德国葡萄
酒（中国·郑州）高峰论坛，中
国酒类流通协会会长助理吴
勇发来贺电，河南省酒业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蒋辉、德国
Einig zezen 酒庄庄主 Pe-
ter Zenzen等嘉宾参会。

据河南林冠葡萄酒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春
林介绍，经过多次品评和调
研，本次上市的娜贝丽佳酿、

德林堡经典丹菲特、德森森珍
藏雷司令等四个系列六款德
国原瓶原装葡萄酒，都比较适
合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
消费个性，性价比高，在市场
试销期间，深受好评。

发布会上，专程从德国赶
来的 Peter Zenzen，给林冠
公司颁发了葡萄酒产品中国
独家总代授权书，并为每位参
会嘉宾赠送了一瓶亲自签名
的德国德林堡经典丹菲特干
红美酒，给与会嘉宾一个意外
惊喜。 （朱西岭）

4月 26日，金星啤酒集团以“原浆十
日鲜，口味真新鲜”为主题，在郑州举办了
新品——金星原浆“十日鲜”上市发布会，
10余家媒体代表及20多位消费者代表共
同见证了新品亮相的荣耀时刻，这意味着
继2015年金星原浆系列产品上市后，金
星在中高端啤酒市场再添“新力量”。

据悉，金星原浆“十日鲜”的最大卖点
是保质期只有10天，是最醇厚、最原汁原

味的啤酒，也最大限度保证了新鲜度，保
留了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氨基酸、蛋白质以
及微量元素。这款产品的酿造、生产、配
送无一不是以“新鲜”为出发点。如原料
上，精选德国酵母菌种、捷克新鲜酒花、澳
洲大麦芽和优质深层水源；配送上，全程
0℃-10℃冷链运输，“当时生产，当日送
达”，确保新鲜！

（西岭）

日前，记者走进地处豫南的河南赊店
老酒有限公司探访，在参观了老厂区和新
近落成的生态酿造园区后，被深深地震撼
了：老厂区内数百口明清古窖，依然在散
发着浓浓酒香，诉说着赊店酿酒的悠远过
去；漂亮的新园区，规模宏大、布局合理，
酿造车间、地下酒窖、洞藏基地，一字排
开，蔚为壮观……悄然间，低调的赊店人
已经为未来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

生态园区，精心谋划。早在2010年赊
店老酒就启动了“生态兴酒、生态立业、生
态强企”战略，开始规划建设赊店老酒生态
园项目，如今几年过去，原本纸上的规划正
在逐步变成现实——5栋酿酒车间、4栋酒
库、4组万吨储酒罐群、3栋瓶装车间、1栋
地下环山酒窖、6栋粮库以及物流配送中
心、微生物及块曲车间、研发中心、商务会
馆、酒博物馆、会议中心、办公楼等，相继建
成投入使用。一批具有旅游观光功能的项
目正在加快推进。站在高高的环山酒窖上
放眼望去，整个园区巍峨壮观，气度非凡，
为企业腾飞插上了有力的翅膀。

小窖精酿，酒更绵柔。很多喝过赊店
老酒元青花系列的都说，这个酒入口绵

柔，好喝、耐喝。背后有何秘密呢？走进
赊店酿酒车间你就能找到答案，自明清以
来赊店人始终在坚持“小窖酿造”。什么
叫“小窖”呢？国家级白酒评委、公司总工
程师王贤介绍，它类似于做饭用的“小
灶”，小灶做饭饭更香，“小窖”酿造的白酒
同样有此优势。记者了解到，因为有利于
机械化操作和降低酿造成本，绝大多数白
酒企业用的都是大窖，一口窖能填装1.5
吨甚至两三吨粮食。赊店传承百年的300
口明清古窖却都是小酒窖，每口窖池仅能
投粮800公斤。既然大窖优势明显为何
赊店还在坚持小窖酿造模式呢？原因是
小窖体积小，酒醅与窖泥充分接触使得发
酵更加充分，产生更多风味物质，使得酒
水口感更加绵柔、舒服，成本虽高却保证
了品质。这也是赊店老酒元青花等系列
产品广受欢迎的原因，也是赊店老酒匠心
做酒、良心做酒理念的具体体现。不仅如
此，在新建成的生态酿造园区内，赊店人
依然在坚持小窖酿造，并对小窖进行了改
造、创新和升级，将小窖酿造的优势充分
继承和发扬光大，为豫酒振兴贡献着赊店
力量。 （申明贵）

生态小窖精酿

成就赊店青花酒绵柔风格

5 月 6日，首届百泉春“品健康寿酒
赏月季牡丹”游园活动在新乡市辉县峪
河百泉春酒业生产基地拉开帷幕，河南
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和当地数千名群
众同赏名花，共品美酒。

活动现场，怒放的牡丹，盛开的月
季，仿佛成了花的海洋，让参观者大饱眼
福后不停地拍照留念。同时，还有器乐、
武术、戏曲表演为活动助兴。而在百泉春
酒厂门口，各种美酒一字排开，围观和品
酒的群众络绎不绝。厂区内还摆放着公
司近几年获得的各项国际大奖，如布鲁塞
尔国际烈性酒大赛大金牌奖、金奖、银奖，
一应俱全。由于参观内容丰富，游客从开
始品酒到流程结束，没有一个小时都难以
应付过来。

河南省百泉春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峰介绍，从 5月 6日开始到月底，首届
百泉春“品健康寿酒 赏月季牡丹”大型
游园活动将持续20多天。其间，消费者

可随时凭有效证件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
参观百泉春厂区月季牡丹园，赏花品酒。

河南省百泉春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明新表示，百泉春近些年的发展，离不
开家乡父老们的关心和支持，通过本次
赏花、品酒游园以及一系列文艺娱乐活
动，要让百泉春美酒更多地惠及当地群
众，惠及更多的消费者。

据悉，该游园活动从今年开始，以后
将每年举办一届，成为百泉春酒业的常
态化活动。 （李松虎）

百泉春酒业

举行首届品酒、赏花游园活动

金星啤酒新品原浆“十日鲜”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