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 13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
满仓带领调研组对河南寿酒集团（百泉
春酒业）实地调研结束后，河南寿酒集团
就在郑州和焦作接连举办了两场大规模
的寿酒推介会，以实际行动助力豫酒转
型升级。

12月15日晚，“河南‘粮’心——河南
寿酒集团（百泉春酒业）甲子酒会”在郑州
举行。1957年百泉春建厂，迄今已历经
60年岁月，公司也从最初一个名不见经
传的手工式作坊跃身为豫北地区酿造食

品行业产能和生产线均居前列的佼佼
者。活动当日，公司特邀省会各界爱酒人
士见证了公司 60年辉煌，品尝了旗下系
列美酒。

12月 17日，河南寿酒集团又在焦作
市举办了豫酒转型升级暨焦作市场寿酒
推介会。会上，集团总经理李峰为大家解
读了寿酒的五大酿造优势：独特的生态化
酿造环境，独特的生产工艺，独特的南太
行洞藏，深厚的文化底蕴，符合广大消费
者需求的口感。让当地经销商对百泉春
酒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活动当天就有多位
经销商与河南寿酒集团达成了战略合作。

集团董事长周明新表示，近些年，河
南寿酒集团在豫酒中实现了4个“第一”：
一是“百泉春—翰林酒”荣获2015（贵阳）
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赛“大金牌
奖”，成为豫酒唯一；二是百泉春方山洞藏
有“中原第一洞藏”美誉；三是河南省第一
个荣获米兰世博会“品牌精英奖”；四是河
南省第一个荣获“2017中国酒业十年最
美酒厂”称号。 （李松虎）

佳酿宴宾 醉美寿酒
——河南寿酒集团在郑州、焦作举行寿酒推介会

12月 8日，以《新物种与传统产业的
多样创变》为主题的“2017伍佰会”年会
在郑州开幕，作为伍佰会的长期战略合作
伙伴，宋河酒业再次成为年会的协办单
位，国字宋河九号也再次被选定为年会唯
一指定白酒。

据了解，这也是主办方第四次使用国
字宋河作为年会唯一指定白酒。伍佰会
负责人说：“伍佰会是一个深耕河南的企
业家顶级俱乐部，每年的‘伍佰会’年会都

意味着河南企业界最顶级的思想碰撞；而
国字宋河是高端豫酒的旗舰产品，以河南
最好的酒礼遇最顶级的企业家，一直是我
们的不二选择。”在当日的招待晚宴上，国
字九号以醇香的口感和品质被众多企业
大咖、参会嘉宾交口称赞。

宋河酒业高端事业部总经理朱友前
代表宋河致辞。他说，从 2500年前孔子
问礼于老子，儒道两大思想流派进行智
慧碰撞，再到八皇躬亲鹿邑拜谒圣人老
子，宋河酒一直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
证者，从文化角度代表着中国人的最高
礼遇。如今，作为河南省唯一的浓香型
中国名酒和河南地域文化标志酒，宋河
酒业用传承千年的酒文化和万人点赞的
好品质，带给消费者尊贵而又不失快乐、
庄重而又不失轻松的消费体验。宋河酒
业希望借助与“伍佰会”这样优质、高质
的企业家俱乐部的合作，响应省政府关
于豫酒振兴的号召，实现双赢和突破。

（利艳）

礼遇“智慧”见证精彩
——国字宋河四次蝉联“伍佰会”年会唯一指定白酒

12月 8日，“仰韶彩陶坊之约”2017
丝路中国·洛阳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
会在洛阳会展中心开幕，包括仰韶文化在
内的 150余项市、省、国家级非遗项目与
大家见面，引起巨大关注。

仰韶营销公司总经理卫凯受邀出席
开幕式并致辞。他说，中国是一个历史文
化积淀深厚的国度，拥有许多传承悠久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却不为人们所熟悉，
而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和展示活动，
有助于增进公众对不同文化传统的了解

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发扬民
族文化、传承民族精神。

卫凯表示，仰韶文化就是中国第一
个以发现地命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7000 年前，仰韶人用火烧制彩陶，用陶
蒸出美酒。7000年后，仰韶酒业传承古
法工艺并结合现代科技进行创新，独创
了中国陶融香型白酒，并通过彩陶坊酒
天时、地利、人和系列产品实现了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当前我国正
处于经济开放、文化融合的新时代，弘扬
和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塑造民族精
神、时代精神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作贡
献，仰韶人义不容辞。

博览会开幕后，仰韶展出了以仰韶文
化时期鱼纹葫芦瓶为原型设计的彩陶坊
陶瓶，由它们组成的高达两米的独特吊饰
更是引来大量关注。业内人士评价说，在
豫酒转型发展的关键期，仰韶酒业牵手非
遗活动，既有助于提升品牌力，也显示了
仰韶彩陶坊在洛阳市场的强势地位。

（黎明）

亮相文化盛会 展现豫酒风采
——彩陶坊独家冠名洛阳首届非遗展会

豫酒产业转型发展进行时豫酒产业转型发展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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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朱西岭

9月 19日下午，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
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由此吹响了振兴豫
酒的号角。会上，省政府印发了《河南省酒
业转型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 年）》
（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在“重点任务”一
栏中把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品质、重塑
产品品牌进行了大篇幅阐释。那么，豫酒
转型发展，应如何在产品方面做文章呢？

优化结构 生产市场需要的酒

“行动计划”摘要：“重点扩大中档产

品市场份额，加快开发一批 100—300 元/

瓶的中档白酒，积极开发高端白酒，巩固

提升 50 元/瓶左右的大众消费产品，适应

不同收入群体消费需求；针对不同市场，

精细化开发产品，开发适应年轻人、女性

消费需求的低度、时尚酒类产品，开发公

务、商务、旅游等不同系列的差异化、特色

化酒类产品……”

当前，豫酒生产结构性问题突出。9
月 19日的会上，省政府主要领导一再提
出，要加快豫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
根据市场需求鼓励企业调整产品结构，生
产适销对路的产品；要加大市场研究力
度，培育大单品，满足商务消费和大众消
费者的需求，做大销售市场。

省工信委副主任陈维忠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行动计划”就是在充分调研市
场的情况下，对企业提出切实的指导性建
议，比如要求企业及时根据市场变化，调整
产品结构和满足供应等。

企业怎么适应这一要求？今年由河
南日报社、河南省酒业协会主办，宋河酒
业承办的“宋河杯”河南省首届民间品酒
大赛，无疑是个值得借鉴的例子。该活动

在历时近4个月的消费者品酒活动中，吸
引了12000多名消费者参与，通过大家的
品鉴和体验，及时反馈了诸多对宋河系列
产品的意见和建议，为企业后续产品设计
开发提供了借鉴。用宋河酒业总裁朱景
升的话说：“产品好不好，消费者说了算！
通过民间品酒活动，充分了解了消费者口
感需求的变化，有力促进了宋河酒业自身
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无独有偶，11月初张弓酒业推出的低
度白酒——张弓特曲1973，就是契合中高
端低度白酒消费需求的一款经典产品。据
张弓酒业总经理马亚杰介绍，随着健康饮
酒观念的深入人心，低度酒越来越受到消
费者的青睐，张弓一系列低度白酒的推出，
就是为了满足这一市场的需求。

提升品质 酿造消费者爱喝的酒

“行动计划”摘要：“弘扬豫酒柔和、绵

长、醇厚风格，大力推广纯粮固态发酵，引

导企业传承和创新传统酿酒工艺，强化对

酿酒过程和细节的把控，推进精细化、标

准化、极致化生产，培育带有浓厚河南元

素的标杆性白酒产品；加快建设和完善质

量标准体系，建立和推广豫酒产业技术规

范，开展豫酒特色和风味等基础性研究；

支持重点白酒企业实施一批技术改造和

结构调整重点项目，保护和改造提升传统

工艺，推动企业技术改造、智能化改造、绿

色化改造……”

从今年7月份开始，由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刘满仓带队的调研组，先后莅临十
多家豫酒生产企业调研，通过调研大家一

致认为，提升品质仍然是豫酒转型发展的
关键问题。

10月17日，省政府专门召集15家豫
酒骨干企业的负责人在渑池县仰韶酒业生
产厂区，召开了我省白酒史上规模最大的
一次行业现场会——全省白酒业品质提升
现场会。会上，在听完河南仰韶酒业董事
长侯建光的经验介绍后，刘满仓对仰韶酒
业质量可追溯体系的建设以及多年来在品
质方面所做的努力，给予高度肯定，并且号
召与会企业向他们学习。他说：“品质是白
酒企业的生命。做品质要有工匠精神，要
有细致的操作规程，更要有制度来保障。
同时还要找准定位，形成自己的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在品质方面成就突出
的豫酒企业还有很多，比如赊店老酒，其
依靠小窖池发酵、纯手工酿造的元青花系
列年份酒，就深受市场和消费者青睐。据
赊店销售公司新任总经理单颖介绍，今年
以来元青花年份酒定位中高端，在市场上
广受好评，实现了60%的增速，半年内销
售额达5000多万元。

省食品办主任许新表示，围绕豫酒产
品品质，下一步政府要出台相关鼓励措
施，如评选“五大好酒（单品）”，设立专项
扶持资金等。

重塑品牌 打造有影响力的酒

“行动计划”摘要：“依托深厚的文化

底蕴，传承创新豫酒文化，倡导健康理性

的消费理念，围绕文化开展品牌塑造、单

品打造；大力推进‘基地品牌化、企业品牌

化、产品品牌化’，以打造全国性品牌和培

育区域性品牌为目标，着力培育 1—2 个

在全国有市场影响力的豫酒领军品牌，打

造豫酒核心品牌和超级单品……”

河南是中国酒的发源地，酒文化源远
流长。但和兄弟省份相比，豫酒品牌文化
挖掘和打造却相对不足，如何深度挖掘历
史文化、产品文化，再结合现代传播方式，
打造豫酒品牌也是当前豫酒转型发展亟
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省商务厅9月 27日组织召开了首次
“豫酒振兴集中宣传推介动员会”。副厅
长李若鹏要求与会企业，加大豫酒推介宣
传力度，营造豫酒振兴浓厚的品牌氛围。

会后，豫酒各企业纷纷响应。杜康控
股总经理王鹏表示，目前杜康已经和江南
大学达成了深度合作，同时又牵手国内知
名营销咨询公司——和君咨询，决心在打
造好品质的前提下，深度挖掘酒祖文化，
做强杜康品牌。

作为豫酒唯一的清香型中国名酒，宝
丰酒业则在挖掘千年仪狄文化的基础上，
结合现代传播手段，策划了一系列极具时
尚气息的营销活动，如灯光秀、明星演唱
会等，在传播宝丰酒文化的同时，也通过
和一线消费者的互动，立志“做强宝丰，振
兴豫酒”！

陈维忠进一步介绍，为鼓励豫酒企业
加大宣传、塑造品牌，政府设立了专项资
金，对在中央级、省级主流媒体宣传传播
的豫酒企业，按比例给予资金和财政方面
的支持。另一方面，为了鼓励企业积极培
育和打造品牌，省政府在“行动计划”中明
确提出，要对争创中国质量奖、中国驰名
商标的企业进行现金奖励！

以品质树品牌，以单品强品牌！相信
在政府的强力支持下，豫酒一定会在提升
品质、做大单品和做强品牌方面实现大突
破，再创豫酒新辉煌!

豫酒转型 重在产品
——《河南省酒业转型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解读之一

12月16日，2017(第十三届)大河财富
中国论坛“中原发布”暨杜康2017价值新
品发布会在郑州举行。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豫酒转型升级
领导小组组长刘满仓，省豫酒转型升级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万旭，中国酒类流通协
会会长王新国，中国副食品流通协会会长
何继红，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肖建
中等领导和嘉宾共同见证了这一盛事。

会议开始后，肖建中代表主办方之一

的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上台致辞。他说，“何
以解忧，唯有杜康”，30年前做记者时就曾
到酒厂里采访过，对杜康感情很深。看到
新产品“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
涵”心里很高兴，祝福杜康早日实现复兴！

万旭代表省豫酒转型升级领导小组在
会上提出，杜康是中华民族的品牌，历史文
化地位决定了杜康必定是中高端酒，希望杜
康酒能够找准定位，进一步提升酒的品质。

据杜康销售公司市场总监崔俊伟介
绍，此次推出的中高端产品“酒祖杜康小封
坛”分为46度小封坛和52度小封坛两款，
均为1斤装，选用景德镇顶级瓷坛装酒，盒
体采用低调经典的红、蓝简约设计，酒水则
全部采用2012年封坛、在地下酒窖陶坛沉
藏5年之久的封坛酒，堪称高端豫酒典范。

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鹏表
示，这次价值新品发布会昭示着杜康正式
吹响了向品牌优质白酒进军的号角，既是
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杜康助推
豫酒转型发展的需要。 （孟振峰）

经历五年窖藏 见证时间之醉
——“酒祖杜康小封坛”郑州上市

酒业资讯

“华糖万商领袖大会”举行期间，汾酒于 12月 6日在
郑州举行了“文化自信，开启汾酒新时代”主题峰会暨汾
酒家宴。作为汾酒新秀，盘古汾酒与青花汾酒一起亮相
峰会，并被作为晚宴用酒款待四海宾朋。

值得一提的是，汾酒股份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常建
伟会前专门到盘古汾酒的运营方——河南世嘉酒业调
研，并寄语说“一瓶中国酒，半部华夏史。中国酒魂——
汾酒感谢您与我们一起推动中国白酒文化的发展”，同时
希望盘古汾酒运营团队凝心聚力，肩负起汾酒文化传承
与创新的使命，积极为汾酒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著名营销管理咨询专家、郑州大学教授刘春雄从新
营销角度对盘古汾酒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盘古汾
酒模式就是互联网中的盘中盘”，值得肯定。 （嘉禾）

盘古汾酒亮相万商大会“汾酒家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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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品质 豫酒骄傲

2015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奖赛“大金奖”获奖企业

杜康冠名洛阳市元旦马拉松比赛
12月 8日上午，酒祖杜康冠名洛阳市 2018年元旦长

跑比赛暨马拉松赛新闻发布会在洛阳市体育馆举行。
据悉，为迎接新年，展示洛阳人民新时代精神风貌，

由洛阳市体育局和河南世纪中原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举办
的 2018年元旦长跑比赛暨马拉松赛，将于 2018年 1月 1
日在洛阳市体育中心广场鸣枪开赛。值得一提的是，作
为洛阳地产酒知名品牌，酒祖杜康将冠名本次大赛，并被
选定为大赛唯一指定用酒。

据杜康销售公司总经理柳向阳介绍，长跑有益身心，
是一项老少皆宜的运动。杜康一直推崇文明、绿色、健康
的高品质生活，倡导少喝酒、喝好酒，积极传递社会正能
量，这与马拉松赛所倡导的体育精神不谋而合。借助本
次契机，杜康将以“更高、更快、更强”的拼搏精神砥砺奋
进，复兴酒祖杜康，助推豫酒振兴。 （振锋）

信阳市领导考察调研五谷春酒业

12月 12日上午，信阳市委副书记、信阳市人民政府
市长尚朝阳，深入河南五谷春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专题调
研白酒业转型发展工作。

尚朝阳一行先后来到五谷春酒业新老厂区实地察看
了酿造车间、地下酒窖、酒体设计中心、研发中心、检验检
测中心等处，仔细了解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并希望企
业进一步发扬“工匠精神”，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着
力培育人才队伍，打造畅销单品，提升企业实力和知名度。

淮滨县委书记曾辉代表淮滨县委、县政府在会上表态：
在今后的工作中，县委、县政府将全力以赴支持五谷春酒
业的发展，为豫酒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陈煜）

宝丰县召开振兴宝丰酒动员大会
12月 14日，宝丰县振兴宝丰酒动员大会在县委八楼

会议室隆重举行。会议中心议题是传达贯彻全省白酒业
转型发展工作会议和全省白酒品质提升现场会精神，动
员全县各职能部门、各乡镇及白酒生产、销售企业，迅速
行动起来加大对宝丰酒的宣传，扩大宝丰酒的销售和消
费，推动宝丰酒及宝丰县白酒产业的转型发展。

宝丰酒业董事长王若飞在会上作了表态发言。他说，
县委、县政府召开振兴宝丰酒动员大会，使我们备受振奋
和鼓舞。宝丰酒业将借本次会议的东风，充分利用自身品
牌优势，在技术改造、工艺优化、品质提升、市场开拓、营销
创新、规模扩展等方面走精益化、创新化、规模化发展方向
和道路，争取早日使宝丰酒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知名品
牌和豫酒领军品牌，为豫酒振兴贡献力量。 （朱平）

皇沟明星演唱会明年1月26日开唱

2018年 1月 26日，“皇沟·宇您共赏”皇沟御酒荣耀
1988新品上市暨明星演唱会，将在永城市体育馆璀璨开
唱，届时来自宝岛台湾的著名歌手张宇，将携带自己的成
名曲目为大家倾情献唱。

皇沟酒业 1958年建厂，60年来坚守纯粮自酿，坚持
技术创新，精心酿造每一滴精品，数十年保持品质卓越。
当前，在豫酒振兴的大背景下，皇沟酒业以积极的心态和
勇气迎接挑战，抢抓机遇，加快皇沟发展，推动豫酒振兴。

作为此次演唱会的特邀主唱嘉宾，来自宝岛台湾的
张宇，身兼歌手与创作人于一身，他的嗓音有些沙哑，却
带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你沉醉其中，是音乐界的一个“奇
迹”。 （王拴）

●● ●● ●●

“世界葡萄酒精品酒庄”郑州开业
12 月 16 日，由河南雅林酒业有限公司倾力打造的

“世界葡萄酒精品酒庄”在郑州开业。
据介绍，“世界葡萄酒精品酒庄”是河南雅林酒业有

限公司联合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美国、智利等国名庄酒
企共同打造的原瓶原装进口葡萄酒综合服务平台，宗旨
是以大众亲民价满足大众消费者对世界名庄酒的需求。
公司董事长弓新义介绍，信息的不对称是影响消费者购
买原瓶原装进口葡萄酒的主要原因，“世界葡萄酒精品酒
庄”从根本上打破了信息的不对称，通过相关知识培训和
信息传播让消费者明白消费。截至目前，该酒庄已经整
合了十个国家名庄酒的一二线品牌，价格从每瓶 30元到
上千元不等，可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 （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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