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朱西岭

7月28日，由中国酒业协会主办、五粮
液集团公司承办的“2017中国低度白酒发
展高峰论坛”在成都举行，会上“低度酒发
展趋势”“为低度酒正名”等议题成为业内
关注的热点，此时距中国低度酒技术首创
之地中原举办的国内第一届低度白酒论坛
（2007年河南张弓酒业主导承办）已过去了
十年！十年后低度白酒风云再起，对豫酒
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豫酒技术力量 闪耀低度酒论坛

谈到低度白酒，著名白酒专家、江苏洋
河酒厂原厂长梁邦昌告诉记者，河南是低
度白酒的技术发源地，1973年河南张弓酒
厂厂长兼总工程师郭宗武，通过加浆降度
和低温过滤技术，率先在国内攻克了低度
酒的技术难关，1975年 38度张弓大曲上
市，一举奠定了张弓“低度白酒鼻祖”的地
位。2007年，低度白酒传人、中国酿酒大师
孙西玉出于行业责任，策划组织了中国酒
业协会主办，河南省酒业协会、张弓酒业承

办的“首届中国低度白酒高峰论坛”，并发
起“首届中国低度白酒生产技术征文”活
动，取得了圆满成功，促进了中国白酒行业
的健康发展。

在五粮液集团公司承办的本届低度
酒论坛上，河南力量再次受到重视——中
国酿酒大师孙西玉，中国首席白酒品酒
师、河南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李绍亮，国家级评酒委员、河南宋河酒业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李学思，国家级
评酒委员、河南皇沟酒业有限公司副总工
程师孙继祥，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酿酒
部部长樊建辉等豫酒技术代表均受邀出
席，他们或发表主旨演讲，或提交论文参
与互动，或带着低度酒产品现场展示，彰
显了河南力量！

为低度酒正名 成为业内共识

作为郭宗武老先生的第一代传承人，孙
西玉始终坚信低度酒是中国白酒的未来发
展方向和走出国门的必经之路。针对社会
上“低度酒都是酒精勾兑的，高度酒才是粮
食酿造的”等不实传言，孙西玉在成都低度

酒论坛上再次进行了批驳，在以“为低度白
酒被污名化正名”为主题的演讲中，他围绕
低度白酒污名化产生的原因，低度白酒的历
史沿革、生产工艺，就如何为低度白酒正名
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他尤其指出，不能一提
白酒“勾兑”就与“劣质酒”画等号，“勾兑”是
白酒生产的一道正常工序，同样，低度更不
是低质。“加浆降度”是白酒酿造中的正常工
序，它们都是很复杂的生产工艺，和大家通
常所理解的掺水造假根本不是一回事，更不
能混为一谈！为此，他向中国酒业协会建
言，呼吁成立由酒企、白酒专家、科研院所、
媒体组成的“白酒辟谣联盟”，为中国白酒的
发展营造正确的舆论环境。

为低度酒正名的话题，也赢得五粮液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曙光的赞成和支
持，他说：“低度酒不等于低质酒，而是在更
高技术水平上的低度化，技术含量比酿造
高度酒还要高。”

低度白酒 中原创新之举

作为国内低度白酒开先河之地，河南
40多年来孕育了浓厚的低度酒消费氛围。

自1975年38度张弓大曲上市后，张弓酒业
又相继推出了超值酒、度之度、桶领天下、
木盒张弓等38度低度系列，受到豫东地区
消费者多年的欢迎，卖得相当好。如今，在
郭宗武老先生嫡孙、孙西玉徒弟郭广阔的
带领下，张弓酒业正在低度白酒研发领域
进行着新的探索和努力。

此外，宝丰、宋河、皇封、皇沟等其他豫
酒生产企业，也都拥有自己的低度酒产
品。39度宝丰酒在平顶山地区多年畅销不
衰。宋河国字系列、宋河粮液系列（金钻、
金品、精品、五星）38度产品受到商丘及省
外如山东、安徽和东北市场的欢迎。

白酒营销专家贾福春大胆预测，白酒
行业的下一个风口就是低度白酒，作为河
南白酒界40年前的创新之作，豫酒各企
业更应将低度酒发扬光大，并及早站上风
口，才有望在新一轮的酒业竞争中占得先
机。

河南省酒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蒋辉
更是建言豫酒企业，随着80后、90后的崛
起，豫酒企业要通过举办市场活动等形式，
积极宣传和引导消费者关注低度酒，形成
健康饮酒的消费氛围，把市场做大。

7月31日，河南省大型骨干食品生产企业落实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推进大会在郑州召开，来自全省各地市的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负责人、行业协会负责人、210家大型企业
负责人及媒体代表近400人共聚一堂，围绕如何做好食品
安全问题展开了讨论和交流。

会议由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生产监管处处长吴祖兴主
持，省政府食安办主任、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许廷敏，
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巡视员王建防作了重要讲话。双汇
集团、永达食业集团、仰韶酒业等省内知名食品企业负责
人作了先进经验介绍。

会上，河南仰韶酒业董事长侯建光发表了《以追溯体
系建设为抓手，提高质量安全管理水平》为主题的演讲，
他从“抓住机遇，试点建设追溯体系”“不断演练，追溯体
系与生产过程无缝融合”“结合生产，产生实际效益”三大
领域全面介绍了仰韶酒业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情况。

据侯建光介绍，2015年仰韶酒业作为全国三大试点
之一，进行了白酒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从采购、检验、
仓储、生产到销售，对白酒生产过程进行了全方位监控和
覆盖，实现了从原材料进厂到成品出厂及产品流通环节的
动态管理。

他表示：“追溯体系建成并应用于生产，对仰韶产生了
积极影响，生产记录更加科学合理，食品安全风险进一步
降低，今后要深挖追溯体系的潜力，不断落实主体责任，
促进食品安全工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豫酒以及全省食
品行业质量安全工作争光。”

据悉，如今的仰韶酒业，正以建设“白酒质量安全追溯
体系”为抓手，一丝不苟抓质量，精益求精抓技术，在白酒
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稳扎稳打，逐步成为豫酒的质量标杆、
品质典范。 （黎明）

省食品安全工作会上

仰韶酒业分享工作经验

省副食举办茅台酒知识大赛
7月26日下午，河南省副食品有限公司国酒茅台酒类

知识大赛决赛在郑州举行。
决赛内容围绕茅台酒的品牌、生产工艺、企业文化、饮

酒常识等展开，分为必答题、问答题、抢答题、联想题等。
比赛开始后，参赛的六支队伍踊跃抢答，斗志高昂，通过
激烈竞争最终决出了冠亚季军。现场穿插的观众抢答环
节同样精彩纷呈，与会观众积极参与，气氛热烈。

河南省副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庆云说，这
次比赛非常成功，锻炼了员工队伍，展示了员工风采，员
工团队意识进一步增强，也培养了员工学习的习惯，为员
工进一步提高服务技能打下了坚实基础。

与会的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河南省区经理
刘富源表示：“活动效果很好，今后要把这样的比赛推广
到全省所有的茅台经销商中，以实现茅台酒文化与经销商
企业文化充分融合。” （张倩）

酒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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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夏日里 我要品酒去
——“宋河杯”河南民间品酒大赛首站活动在罗山县火爆开启

7月27日，历经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由河
南日报社、河南省酒业协会主办，河南省宋河酒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河酒业”）承办的

“宋河杯”河南省首届民间品酒大赛首站比赛，在
风景秀美的信阳市罗山县正式开赛。

正如河南省酒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蒋辉
在赛前致辞时所说，此次活动正值省委省政府
全面推进豫酒振兴攻坚的特殊时期，意义非同
寻常，希望通过活动能为传播豫酒文化，振兴豫
酒作出贡献。

五大国评助力 民众参与火爆

众所周知，宋河酒业拥有10名国家级白酒
评委，是豫酒生产企业中最多的，在国内白酒界
也傲视群雄。为了助力本次民间品酒大赛首站
活动，公司于7月26日提前一天将10名国评中
的5人——宋河酒业总工程师李绍亮、科研中心
主任李学思、酒体设计中心主任吴秋志、酒体设
计中心副主任王志杰、酒体设计中心评酒室主
任魏殿阁派到了罗山。抵达后，5位国评熟悉场
地、设计流程、安排部署、调试比赛设备等，为第
二天的正式比赛做好了充分准备。

7月27日，罗山当地气温高达38摄氏度，但
这丝毫没有阻挡住众多宋河粉丝的参赛热情。
早上7点多钟，设在罗山县城郊聚丰园山庄的考
点，陆续迎来一拨又一拨报名参赛的宋河酒粉
丝，循着沿路张贴和悬挂的品酒大赛宣传海报
和彩旗，一路寻、一路找，赶了过来。“好香啊！”
比赛尚未正式开始，浓郁的酒香已从会场飘出，
让抵达现场的人为之深深陶醉。

到了上午8:30，设在山庄会议室的报名点，
已经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报名的、填表的、
领取考试证件的，人声鼎沸、热闹异常。临近9
点活动开始时，前来报名的人群依然络绎不绝，
感动于大家的热情，活动组委会决定给新来报
名的选手进行登记，计划日后安排到临近的潢
川、信阳考点参赛。

赛事程序精致 选手激情迎战

本次大赛，组委会设置赛制、程序可谓精
心、精致。据本次大赛的总裁判长、河南省酒业

协会总工程师赵书民介绍，本次民间品酒大赛
分为初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本次进行的
初赛实行百分制，共分四轮进行，理论考试一
轮，实际操作三轮，其中理论分值为20分，实际
操作80分（酒度差辨别20分，香型辨别30分，
质量差辨别30分），考试结束择优晋级复赛！

时间来到9时，比赛正式开始！第一个环节
是白酒知识培训。宋河十大国评之一的吴秋志
担纲赛前培训的主讲老师，他从白酒知识、中国
白酒文化、宋河酒历史、酒水品鉴技巧等几个方
面娓娓道来，与会选手们听得认真而专注。培
训结束，考试正式开始——理论考试波澜不惊，
很快就告一段落。实际操作环节则引人入胜，
每位选手的桌上均放有4个不同编号的透明品
酒杯，杯中酒的具体度数、香型、档次，都要靠选
手通过观其色、闻其香、品其味来判断。只见有
人高举酒杯，细细观察；有人微闭双眼，仔细品
味；有人用矿泉水漱口后，反复品尝，犹疑不决；
还有人不时微笑，仿佛胜券在握……

值得一提的是，考试现场还出现了6位女选
手，她们有的和闺蜜结伴而来，有的是老公陪着
而来，但清一色都是宋河酒的超级粉丝。首轮
考试结束，记者看了看座位号，原定96人的参赛
名额，最终实际参加考试的却有120名选手！

活动赢得好评 同步招商给力

当然，成功的首站活动也赢得了主办方、承
办方的一致肯定。蒋辉说，罗山站活动的启动，
意味着整个大赛进入了区域落地执行阶段，也
意味着本次大赛在全省范围的正式展开。他祝
愿所有参赛选手“发乎于心，赛出佳绩”！

河南省宋河酒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国恩
则说，罗山是豫南明珠，也是宋河豫南市场的要
地，此次民间品酒大赛首站活动落户这里，赢得
了广大消费者和罗山酒友们的大力支持，作为
中国十七大名酒之一，宋河酒业会把大家的这
份信任和支持付诸行动，酿造更多佳酿回馈大
众，同时预祝各位选手考出好成绩，冲刺10万元
大奖！

当然，满意的还有参赛选手。来自罗山县
城的刘大叔说：“平常酒桌上自认为自己懂得很
多了，没想到通过考试和酒友们的交流，突然发
现自己关于白酒的认知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通过参加这次大赛，收获很多白酒品酒知识，因
此不管能不能进决赛，都不虚此行。”

活动期间，宋河酒业罗山县招商活动也同
步上演，据宋河酒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订货
会是一次反季订货会，主要考虑到罗山当地特
有的升学宴急需用酒，量身为当地人设计，效果
超出预期，格外的好！

据悉，首站活动开始后，接下来全省各相关
地市县都将拉开初赛的序幕！ （西岭）

7月29日，由华夏酒报、中国
酒业新闻网策划组织的“寻找中
国最美酒厂”活动结束，并在“国
酒之乡”贵州举行了颁奖仪式，河
南省百泉春酒业有限公司荣获

“中国酒业十年最美酒厂”盛誉，
领芳豫酒，独占花魁。

百泉春酒业地处南太行，这
里集“风景大美，气候大美，水土
大美，人文大美”于一体，“推开天
门摘祥云，拔地红岩塑雄魂”，诗
中所赞的正是这里的山水风景。
南太行的万丈红崖，仿佛一群天
然窖池，让酿制百泉春酒的水源
历经千层滤析，纯净而甘甜。暖
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独
树一帜的北方六大甑法酿酒工

艺，四季恒温恒湿的方山洞藏，
昼夜恒温的大型窖藏，酒香、墨
香、花香“三香合一”的独特酿酒
环境……这一切形成了不可复制
的“微气候圈”，百泉春酒正是在
这样绝美的环境中酿制而成的，
因此摘取“中国酒业十年最美酒
厂”桂冠，百泉春可谓实至名归。

当然，这并非百泉春的唯
一！从2015年赢得比利时布鲁塞
尔国际烈酒大赛大金牌奖，到
2015年的米兰世博会“品牌精英
奖”，到2016年的墨西哥布鲁塞尔
国际烈酒大赛金、银奖，再到如今
的“中国酒业十年最美酒厂”荣
誉，百泉春用实力赢得了业界一
次又一次肯定！ （李松虎）

百泉春斩获“中国最美酒厂”荣誉

以“共创、共享、共赢”为主题
的第二十届郑州国际糖酒会将于
8月25日-27日在郑州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届时将有1000多家优
秀的糖酒食品企业参展，另外，

“第九届中国国际葡萄酒(郑州)展
览会”也将同期举行。

截至 2017 年春季，郑州国
际糖酒会总展览面积已达80多
万平方米，共接待国内外专业观
众上百万人(次)。特别是今年
春季的第 19 届郑州国际糖酒
会，展会现场成交额30.39亿元，
创造了历届糖酒会最高纪录，对
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
贡献。

对此，郑州糖酒会组委会执
行主任、瑞城会议展览集团董事
长王永祥表示，成绩只能代表过
去，未来任重道远，今年的秋季糖
酒会，组委会一如既往地拿出了
全部精力筹备。据瑞城展览公司
常务副总马梅介绍，由于上届糖

酒会效果良好，许多企业十分看
好秋季糖酒会，纷纷报名抢占优
势展位，目前招展工作已基本完
成。

郑州糖酒会经过多年发展，已
成为中国（北方）酒业发展的“晴雨
表”。特别是近两年，由于刚刚经
历大的调整，整个行业步入新常
态，参展企业也更加理性，招商、企
业形象展示与品牌价值传递成为
参展企业选择郑州糖酒会的重要
原因。这都得益于郑州糖酒会在
功能上越来越完善，创新服务举措
越来越多，促进行业良性发展的目
标越来越坚定。

“本届郑州糖酒会的主题为
‘共创、共享、共赢’，这是我们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愿我们共同携
起手来，在酒业回暖的大形势下，
借助郑州国际糖酒会这个值得信
赖的平台，通过共创、共享，达到
真正的共赢！”王永祥说。

（辛莉）

共创、共享、共赢——

郑州国际糖酒会来了

7月26日晚，豫坡集团2017
“基酒基金”金秋助学义卖公益活
动第六站启动仪式在遂平县举行，
而伴随着全国各大学录取通知书
的陆续发出，本轮金秋助学义卖公
益活动也逐渐步入高潮。

据悉，2017年“基酒基金”金
秋助学义卖公益活动于6月28日
在上蔡县拉开帷幕，一个月的时间
里先后在上蔡、正阳、西平、汝南、
遂平以及驻马店市区等6个县市
推出了助学义卖活动，每走过一个
地方，不仅给各地贫困学子带去现
金资助，帮他们完成了大学梦想，
还给当地父老及消费者带去了创
新产品以及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既满足了大家的消费需求也活跃

了地方文化，因此老基酒爱心助学
基金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豫坡集团董事长张建设介绍，
豫坡老基酒爱心助学基金成立于
2009年，由豫坡集团与驻马店市
总工会联合发起设立，以“一瓶老
基酒、一元助学金、一片关爱心”为
理念，致力于帮助品学兼优的贫困
学生实现大学梦想。8年来，已募
集助学金 300 多万元，资助了
1000多名学生，在社会上产生了
广泛影响，传递了强大的正能量。

而积极投身公益事业，也成就
了豫坡集团和老基酒在驻马店市
家乡父老心目中的品牌地位，为其
赢得了天中名片、醉美中原的赞
誉。 （崔盘收）

爱心放飞梦想 善举托起希望
——豫坡集团成功举办6场金秋助学公益活动

冷谷红“八一”诗词朗诵会在郑举行

7月29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由中
国文化报、河南省民营经济发展服务中心、诗评媒微信公
众号主办，冷谷红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军民团结
如一人，冷谷红酒敬军魂”诗词朗诵会在郑州河南商会大
厦举行，冷谷红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耿红伟和部分
复退军人代表、诗词爱好者及来自民营企业界、新闻媒体
的代表共100余人与会。

朗诵会开始后，《葡萄酒的爱情》《七律·中国人民解放
军占领南京》《老兵如酒》《曾经当过兵》等10首与军旅和
美酒相关的诗词轮番上演，朗诵者声情并茂、慷慨激昂，
热情洋溢地表达了对祖国、对人民子弟兵的由衷热爱与赞
美。 （崔娜）

“国色清香，荣耀鹰城”明星演唱会9月唱响
9月16日，将迎来平顶山建市60周年暨宝丰酒业建

厂70周年，宝丰酒“国色清香，荣耀鹰城”大型明星演唱会
将在平顶山市体育村体育场举行，来自宝岛台湾的情歌王
子张信哲、小猪罗志祥、奶茶刘若英、忧郁歌王王杰等众
多歌坛巨星倾情加入，共同唱响他们的经典歌曲。

与此同时，宝丰酒还将面向全国选拔优秀音乐人才，
经视频海选、网络初选、现场决赛三个环节，遴选出12名
选手角逐7个最终入围的名额，最终入围者将登上“国色
清香，荣耀鹰城”大型演唱会的舞台，与罗志祥、王杰、张
信哲、刘若英等明星同台献艺。参与细则请关注宝丰酒业
官方网站和微信，报名截止日期为8月18日17时，敬请关
注。 （朱平）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