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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绍亮
他赋予“传承”最好的注解，他给予“创新”最好的实

践。30年来，他带领着宋河酿酒团队，不断创新配方，提
高产品质量，付出毕生心血，让千万人饮入琼浆。30年
来，他深入浅出，将晦涩难懂的专业用语与大众感知相结
合，用消费者听得懂的语言去描述白酒，身体力行地传播
着消费者听得懂的白酒文化。他是河南唯一的“中国首
席白酒品酒师”、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当之
无愧的“中原酿酒第一人”！

我们常说：“喝酒的人多，懂酒的
人少！”意思是消费者对白酒的文化渊
源、生态特点、工艺特点知之甚少。而
举办民间品酒大赛，通过品鉴加强与
普通消费者的互动，有助于普及白酒
品鉴知识，树立消费者正确的白酒品
质观、消费观，传承中华几千年的酒文
化，为行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宋河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沉淀，可以说是有品牌、有品
质、有历史、有文化，不管是原酒生产能力、储存能力，还是
10位国家级白酒评委的技术实力，在全国来看都是遥遥领
先的，具备做大做强的软件和硬件设备。

□中国酒业协会副理事长 刘秀华

普及白酒知识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本次民间品酒大赛是在省政府提
出“豫酒振兴”的背景下，河南省酒业
协会、河南日报社、河南省宋河酒业股
份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一项非常有意
义的活动，活动旨在让消费者走近宋
河、感知宋河、结缘宋河，通过“品鉴”
学会欣赏白酒的内在之美，传播中原
酒文化。

在此，我讲几点要求和希望：1.提高认识。充分认识到此
次大赛是振兴豫酒的重要举措。2.精心组织。要合理设计比
赛规则、比赛程序、确保大赛公平、公正进行。3.做好传播。
形成各类媒体360度的传播，扩大传播效果。4.协调合作。
主办方、协办方步调一致、通力合作，确保大赛圆满成功。

□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 熊玉亮

传播白酒文化 展示宋河之美

本次民间品酒大赛意义是多方面
的，我认为至少有三点：第一是老百姓
高兴。平时我们大家都喝酒，但却都
不懂酒，都有懂酒的愿望，如今品酒大
赛走向了民间，我们就都有了了解酒、
学习品酒的机会。第二是政府高兴。
上个月，省里接连召开了两次有关豫
酒振兴的会议，豫酒的又一个春天就

要到来了，而本次活动正好契合了政府全面振兴豫酒的期
待。三是媒体高兴。因为媒体喜欢“首次”“第一个”这样的
字眼，喜欢变化，而我们的这个活动很容易和老百姓形成互
动，传播的素材很丰富，“有趣、有料、有意义”。

这三个“高兴”，归纳两句话，“内容高大上，形式接地
气”，所以，这次活动的设计太好了，好的设计，就成功了一
半。接下来，我们将全方位跟踪报道活动，把本次品酒大赛
传播得更远，将其打造成有影响力的品牌活动。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 肖建中

顺应趋势 打造品牌

在多变的时代和市场形势下，宋
河迎来了突破发展的机会！怎么突
破？要注重质量，在做好质量的同时，
打造个性化风格，进而上升为品牌。
但更重要的是，要加大与消费者的互
动，并借助网络空间，提升互动效果，
让消费者通过直接体验来参与产品的
品质、品味和风格的塑造。

因此，未来宋河要转变思路，走自己的路子，要做新零
售的领军企业。尤其是当前饮酒群体发生变化，要把塑造
产品的权利交给消费者，通过线上、线下的品鉴和体验，去
指导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宋河要做的就是搭建平台，让多
元主体通过这些平台进行互动，借助与消费者的互动打造
好产品，发展好企业。

□河南省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文臣

宋河要做“新零售”的领导者

河南省首届民间品酒大赛成功启动
后，无论是规格、规模、范围还是影响力，均
实现了新的突破！作为承办方的负责人，
河南省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朱景升
有何感想呢？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谈到承办本次活动的初衷，朱景升透
露：首先，是为了响应省委、省政府振兴豫
酒的号召，通过让消费者品鉴、体验宋河，
了解宋河酒的品质，传播宋河文化、豫酒
文化，为助力豫酒振兴营造好的氛围。其
次，河南是人口大省、酒类消费大省，但地
产酒在省内的影响力却有待提高，通过这
个活动可以有效提升宋河的影响力，豫酒
的影响力。第三，彰显宋河人的自信。通
过活动，可以让宋河不同层次的产品向消
费者进行充分展示，彰显宋河在产品、品
牌、市场方面的自信！

对于10位国评首次集体在媒体面前

亮相，成为当日启动仪式上的亮点。朱景
升兴奋地表示：10位国评是宋河酒业的

“大熊猫”，他们也是宋河产品品质的象
征、宋河丰富历史沉淀的象征（10位国评
年龄段不同，考取的年份不同），更是宋河
实力的象征，同时也是宋河注重技术人员
投资、培养的结果！

自今年年初上任，朱景升就任宋河酒
业总裁已经半载，回顾起这半年的工作，他
说，自己是以平常心接受这份工作的，上半
年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根据年初
的规划，6月16日在泰山成立了“宋河精英
俱乐部”，提出了“品豫酒，喝宋河，儒道相
融，商企共赢”的口号。其次，对产品线进
行了梳理，对市场进行了积极维护。譬如
串货问题、费用核销等市场遗留问题，上半
年统统解决。再次，对公司组织架构进行
了梳理，并且都取得了积极成效。

李绍亮，河南唯一的中国首席白酒
品酒师，宋河酒业总工程师。7月 6日的
启动仪式上，由他领衔的宋河酒业10位
国家级评委首次集体亮相，赢得在场媒
体的广泛关注！对于 10位国评在企业
和本次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作了详
细解读。

李绍亮说，身为品酒师，对酒的把控
非常关键。因为要想调出消费者满意、
自己满意的酒，不会品酒、评酒是根本做
不到的。调酒过程中，通过不同的组合，
最终才能搭配出一款满意的酒品，可以
说品酒的水平越高，调酒的水平才会越
高。

此外，品酒师对于酿酒这一环节也
起着很大作用，他可以通过评酒过程中
的入口分级，发现哪个班组、哪个级别的
原酒出了问题，比如发酵不正常、酸度过

大等，这些问题通过化验是很难发现的，
及时进行纠正和调整，指导生产，避免更
大的损失。

谈到率领公司 10 位国评集体亮相
品酒大赛启动仪式，李绍亮表示：心里

“很激动，很忐忑”，因为以往都是在后台
默默工作，现如今一下子站在了镜头下，
被推到了前台，与消费者面对面，说明市
场对他们已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调出
来的酒，不仅要经得起专家的挑剔，还要
让消费者满意，让产品更加贴近市场、贴
近消费者！

谈到本次大赛，李绍亮告诉各位参
赛者：作为大赛评委他们一定按照在
台上的宣誓，忠于评委的职守，在选
拔、复赛环节做好指导，考评时严格做
到公平公正、尽职尽责，不辜负大家的
期望！

李军
1989 年出生，在白酒酿造、勾调方面有着惊人的

天赋，凭着钻研精神和极高的领悟力，2015 年获河
南省白酒勾调大赛第一名，2016 年获河南食品工业
协会品酒选拔赛第三名，同时先后获得河南省劳动
模范、省五一劳动奖章及河南省“技术能手”等荣誉
称号，是国家级白酒评委、国家高级注册品酒师，河
南省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家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品
酒大师。

孙志新
1992 年毕业于无锡轻工业学院生物工程系，从事

白酒的酿造及工艺研究工作 20多年。把酿酒当作毕
生的事业，“矢志不移，咫尺匠心，尝遍百酒”是他十几
年工作生涯的最佳写照，连任七、八、九三届中国食品
工业协会国家级白酒评委，曾在国家重点期刊——《酿
酒科技》发表论文数十篇。现在是河南宋河酒业股份
有限公司工艺师、高级酿酒师，河南省白酒专家委员会
委员。

王志杰
1972 年出生，是宋河酒业技术团队的中坚力量，

连续 5届考取河南省白酒评委，并获得河南省酒体设
计大赛第二名，先后在白酒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是国
家级白酒评委、高级评酒师、高级酿酒师、河南省酿酒
大师、河南省白酒专家委员会委员，河南轻工行业技术
能手，河南省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酒体设计中心副
主任！

魏殿阁
毕业于河南轻工业学院生物发酵专业，在对酿酒专

业的兴趣和热爱下，不断去体会、感受、参悟，站在消费者
角度设计产品，给消费者带来愉悦，为企业创造价值。是
国家级白酒评委、高级酿酒师、高级品酒师、河南省白酒
资深评委、河南省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家委员会委员，宋
河酒业酒体设计中心评酒室主任。

吴涛
她是宋河国评团队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白酒的世

界，仿佛一直都以男人为中心，而她，凭借自己的柔美与敏
感，静静地晕开在隽永的白酒水墨画轴中，她是国家级白
酒评委、高级评酒师、高级酿酒师、河南省白酒技术专家委
员会委员，宋河酒业酒体设计中心小样设计室副主任。

董金仓
1972年出生，把整个职业生涯都献给了最爱的酿酒

行业。他参与研制的宋河产品，无论是高端还是中低端，
都能成为河南的“爆款”。他是国家级白酒评委、高级品
酒师、高级酿酒师、河南省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家委员会
委员,宋河酒业酒体设计中心副主任兼小样室主任。

李富强
他是河南省最年轻的国家级白酒评委，出生于白酒

世家，一毕业就进入宋河酒业工作。于2015年考取“中
国酒业协会 2015届国家级白酒评委”，2016年又考取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第九届国家级白酒评委”，成为河南
省内为数不多的“双料”国评之一。他是河南省白酒品酒
大师、河南省酿酒行业技术能手！李学思

他是白酒行业中制曲、酿酒、标准制定的翘楚。
1989年进入宋河工作至今，先后主持或参与完成科研攻
关项目20多项，申报发明专利一项，为宋河乃至行业的
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是河南省唯一的一位“中国
浓香型白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他是河南省白酒大
师，中国白酒3C计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宋河酒业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科研中心主任！

吴秋志
自1983年进入宋河以来，在宋河产品质量的持续稳

定和提高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先后被中国酒业协会
评为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优秀选手，河南省酿酒行业技术
标兵，所负责的酒体设计中心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工
人先锋号”称号，他主持完成或参加勾调的宋河产品，多
次在全国白酒质量大赛中取得重磅荣誉，他是高级技师、
河南省首席评酒师、白酒大师；宋河酒业副总工程师，酒
体设计中心主任！

10位国评 成就卓越

品质宋河，自信面对消费者
——访河南省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朱景升

全民品酒 就等你来
——访河南省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绍亮

大咖助阵

独家专访

7月 6日的启动仪式上，宋河
酒业旗下的 10位国家级白酒评
委（以下简称“国评”）首次集体在
媒体面前亮相，震惊了四座！

熟悉白酒行业的人都知道，
“国评”在国内是白酒界的最高技
术力量代表。对于从事白酒酿
造、品评的技术人才来说，“国评”
的头衔也是他们一生的追求！

此次宋河酒业 10大“国评”
从初赛、复赛到总决赛，将全程带
领参赛选手深入车间，为他们讲
解品酒、摘酒、调酒基础知识，组
织“国评训练营”指导培训以及考
核。

担纲此次大赛评委的李绍
亮，是河南唯一的中国首席白酒
品酒师，中酒协、中食协双料国家
级白酒评委，宋河酒业总工程
师。他表示：一定会遵照启动仪
式上的宣誓，认真履行职责，为本
次品酒大赛做好技术指导和工作
监督，确保每一个报名参赛的选
手，都能公平公正地进行比赛，并
且从比赛中领略中原博大精深的
酒文化！

品味品质豫酒 助力全面振兴
——“宋河杯”河南省首届民间品酒大赛在郑州启动

□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朱西岭

7月6日，盛夏的
郑州，随着一场好雨
的来临，洗去了难耐
的酷热，带来了难得
的清凉。由河南日报
社联合河南省酒业协
会、河南省宋河酒业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
举办的“宋河杯”河南
省首届民间品酒大
赛，正式拉开帷幕，吸
引了万千目光。

作为一场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的
活动，“宋河杯”河南省首届民间品酒大
赛一经登场，就注定是一场高规格、大
规模、影响范围广的行业盛会。

在省委、省政府振兴豫酒的背景
下，作为省委机关报的河南日报，与省
级最牛酒业协会河南省酒业协会、省内
领军白酒企业河南省宋河酒业股份有
限公司，共同响应省里的号召，策划推
出了此次民间品酒大赛。活动得到中
国酒业协会全力支持，中国酒业协会副
理事长刘秀华亲临现场站台打气，省内
18地市酒协也积极响应。启动仪式一
结束，报名和初选工作将很快在省内各
大城市同步展开，并且持续 3 个月之
久。因此，无论从主办方、支持方的规
格还是活动的范围、持续时间，均在省
内创下了新的高度！

与此同时，活动还吸引了众多媒体
的关注。除了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
全媒体矩阵如河南日报、河南日报客户
端、大河报、河南商报、大河网、大豫网
的全方位关注外，也吸引了众多国内行
业媒体、省内其他主流媒体及诸多新媒
体平台的关注。数十家来自全国的媒
体均派出记者全程参与采访报道。

据悉，以往的民间品酒大赛，都
是从浓、清、酱、芝麻香四种主流香
型中各选一家，最终组成不同香型、
不同企业的产品同台竞技，以考验
消费者对不同香型的辨别能力。此
次品酒大赛，为何却是宋河一家独
自支撑呢？

公司总工程师李绍亮告诉记
者：“宋河的产品虽然以浓香为主，
但也有清香、酱香、芝麻香车间或者
基地；不仅如此，公司旗下产品从高
到低依次有共赢天下、国字系列、秘
藏、平和等，完全可以为品酒大赛提

供不同香型、不同等级的样酒，确保
为期三轮的比赛顺利进行。”这从侧
面也反映出宋河酒业强大的生产实
力 ——160 多 个 原 酒 生 产 班 组 ，
10000多条原酒酿造窖池，16万吨
原酒储存能力……这些都是宋河酒
业能够傲视省内白酒界的资本。

会上，公司董事长朱文臣还豪
迈地宣布：大赛奖金一等奖由原定
的3万元提升至10万元，二等奖由2
万元提升至5万元，三等奖由1万元
提升至3万元，以示对活动的大力支
持！赢得现场一片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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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魏殿阁、董金仓、吴涛、李学思、李绍亮、吴秋志、孙志新、李富强、王志杰（从左至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