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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大商云集

销售开门红频获点赞

千商云集 活动频繁

掀起“爱豫酒 卖豫酒”热潮 仰韶再创豫酒振兴新高度

1月 15日，继“豫酒振兴 仰韶先行”仰韶彩陶坊2018新春客户联谊会在新郑、新密、巩义、荥阳、登封五

城怒放之后，再次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豫酒转型发展领导小组、行业协会领导、省内外媒体嘉

宾、彩陶坊郑州市场客户等近2000人齐聚一堂，助力豫酒振兴，共同见证彩陶坊在郑州单日热销盛况。

1月 7日，“豫酒振兴 仰韶先行”仰韶彩
陶坊 2018新春客户联谊会在黄帝故里新郑
市居易生态园酒店举行，作为仰韶彩陶坊
2018年新春联谊会的首场活动，仰韶酒业“决
胜2018”营销大战的帷幕自此拉开，未来一个
月的时间内还将有30余场会议蓄势待发。来
自郑州市区及县级市场的近400名彩陶坊经
销商，为农历新年的到来积极备货冲刺春节
旺季。

彩陶坊新郑办事处对 2017年仰韶酒业

在新郑市场的整体规划作了详细通报，反响
热烈。会议最后，新郑市场以突破2000万元
订货额圆满结束，为仰韶彩陶坊2018新春客
户联谊会开启好彩头。

1月9日，嵩山东麓的美丽小城新密迎来
了仰韶彩陶坊 2018 第二场新春联谊会。
2018年开年的瑞雪，为新的一年带来了一次
又一次的祥瑞。新密、港区市场订货额突破
2300万元，再破开年记录。

1月11日巩义、1月12日荥阳、1月13日

登封，巩义&回郭镇、荥阳&上街、登封回款率
均超额完成任务。

彩陶坊作为一款已经上市九年的成熟大
单品，在郑州、郊县乃至河南市场都拥有庞大
的消费群体。近年来，随着仰韶彩陶坊酒品
质的日益臻美，其在郑州周边市场的表现亦
是节节攀升。2017年，得益于与周边市场核
心终端商的紧密合作，彩陶坊酒的年增长率
追平郑州，已经成为当地人宴请、送礼，以及
品鉴的首选品牌。

郑州掀起“爱豫酒 卖豫酒”热潮七天五场活动

‘‘
□本报记者 申明贵

仰韶酒业公司董事长侯建光发言

豫酒转型升级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万旭发言

现场贵宾云集，4000多平方米轩辕堂
大厅座无虚席，豫酒振兴领导小组：省人民
政府副秘书长万旭、省商务厅副厅长李若
鹏、省工信委副巡视员陈振杰、省工信委食
品办主任许新出席；行业协会：河南省酒业
协会会长熊玉亮出席；企业领导：仰韶酒业
党委书记、董事长侯建光，仰韶酒业党委副
书记、仰韶营销公司总经理卫凯出席。

会上，豫酒转型发展领导小组面对郑
州市场2000位酒类经销商“爱豫酒、推豫
酒、卖豫酒”的盛况难掩兴奋，直夸仰韶酒
业市场做得好、做得实，不负“豫酒振兴排
头兵”的重托。李若鹏、陈振杰、许新、熊
玉亮、蒋辉等不时点赞仰韶。

万旭在讲话中提出，仰韶酒是中华民
族的品牌，这是其与仰韶文化的内在联系
决定的。中国是酒的故乡，酿酒的历史可
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时期。仰韶酒不仅与仰
韶文化同名，更由仰韶文化孕育，甚至于已
经成为仰韶文化的一部分。其历史地位决
定其不仅是河南的品牌，也是中华民族的
品牌，可以也必须在更大的平台发展。

“这是2018年来，我参加仰韶的第二
场大活动。而且在接下来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里，还有数十场这样的会议蓄势待发，我
为豫酒拥有仰韶这样充满活力执行力的企
业感到骄傲，为‘豫酒振兴仰韶一马当先’
的发展态势点赞。”熊玉亮在对仰韶大加赞
扬时表示，仰韶彩陶坊之所以能够引起全
城酒业大商踊跃订货，主要有“五好”：团队
好，质量好，产品好，品牌好，模式好。

侯建光在致辞中表示，郑州是一座充
满活力的城市，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
工业基础、独特的区位优势，使其成为了
中原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撑点，在中原经济
区建设中发挥着引领作用。郑州是仰韶
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郑州西山仰韶文
化城遗址”就是中原地区最早的史前城
址。特殊的渊源背景、卓越的产品品质，
使得仰韶彩陶坊在郑州市场风靡九年并
愈加火爆。

作为 7000年仰韶文化的传承，仰韶酒
流淌着华夏文明与自信，仰韶酒业传递着华
夏文明与自信。多年来，根植于仰韶文化大
地的仰韶酒业一直致力于精品白酒的打造
和仰韶文化的对外传播，并于 2009年成功
推出仰韶彩陶坊酒。

九年来，仰韶彩陶坊酒作为公司的战略
产品、主导产品、形象产品，受到了广大消费
者的认可和好评，一路成长为河南地产中高
端白酒第一品牌；九年来，仰韶彩陶坊酒参与
了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
坛、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百余场
涉外交流活动，受到了各国元首、世界名流、
海内外华人华侨的青睐和赞誉，在推介中原
文化、建设中原经济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九年来，仰韶彩陶坊酒工艺技术不断提
升，产品质量不断优化，已经成为豫酒风格的
典型代表，扛起了“代言豫酒，推介豫酒”的大
旗。九年来，众多客户朋友与仰韶相互信任、相
互支持，一大批经销商紧跟公司的步伐，由以前
的终端店成长为拥有千万元乃至上亿元身价
的酒界大商，仰韶也由此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对于郑州市场的销售热潮，河南仰韶营
销有限公司总经理卫凯围绕“聚焦，品牌，模
式，消费者，做研究，做势能”六个方面作了分
析，他表示，我们对仰韶未来的发展充满信
心，这来自于7000年仰韶文化赋予仰韶深厚
的品牌文化基础，来自于仰韶酒过硬的产品
质量，来自于仰韶酒极高的性价比，来自于仰
韶彩陶坊与当前主流价位的高度吻合。

在省委省政府“豫酒转型发展”的政策
东风、市场东风下，彩陶坊在郑州九年深耕
迎来新的市场蝶变，自 1 月 7 日新郑拉开
2018仰韶新春订货会序幕以来，场场告捷，
1 月 17 日彩陶坊在郑州市场更是迎来怒
放，2000位经销商踊跃订货，轰动全城。仰
韶郑州市场以元旦后 6场活动在郑州掀起

“爱豫酒 卖豫酒”热潮，仰韶再创豫酒振
兴新高度。

彰显振兴
豫酒行业担当

频繁推介豫酒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仵树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出卷
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新年
伊始的一场雪，是给政府出的一份民生
答卷，各位扪心自问，我们及格了吗？”1
月 15日上午，在漯河市科教文化中心召
开的漯河市政府常务扩大会议上，市长
刘尚进直奔主题的“考问”，如同一记重
锤，敲打在参会人员的心上。

1月 3日至 4日，漯河市普降暴雪。
市里提前下发了防范暴雪天气的紧急通
知，除雪预案也及时启动，然而，一些单
位执行不到位，市区部分路段清扫不及
时，给市民出行带来极大不便。

“马路成了‘溜冰场’，公交站点成了

‘摔跤场’”“融雪靠晒，破冰靠踩”“老人
不敢出门，学生上学迟到”……雪后的几
天，网上网下，漯河市民和网民纷纷以各
种形式表达不满，并对城市管理水平提
出疑问。

1 月 8 日，漯河市两办发出紧急通
知，要求各县区、各单位迅速行动，集中
开展积雪清扫清运工作，漯河市区主次
干道的积雪很快得以清除。

除雪不力看似小事，但引起了漯河
市领导的深深思索。“市委、市政府一连
串工作要求都扫不了一场雪，说明什
么？原因可能很多，但归根到底是责任
心的缺失，是工作作风不扎实、执行不到
位！”漯河市领导的话一针见血。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为教育引导
各级干部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在市政

府常务扩大会议上，除给每个参会者专
门印发一份关于作风建设的材料外，还
让大家观看了督查等部门录制的清雪除
冰短片《一场暴雪之后的思考》。从百姓
艰难出行，到市民、网民议论呼吁，一个个
揪心的镜头，让台下县区、市直单位的主
要负责人深受触动。漯河市建委等七单
位主要负责人深刻检讨了这次除雪存在
的问题，表示一定汲取教训，改进作风。

“作为一市之长，我非常汗颜！”刘尚
进说，除雪不力看似小事，但反映的是作
风问题，影响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很有
典型性。对此要举一反三，引导大家认
识平时忽略的作风积弊。

作风建设单靠教育是不够的。为
此，漯河市提出，要建立完善权力运行的
监督制约机制和工作督查机制；督查部

门也要优化督查方式，综合运用明察暗
访等多种方式了解落实情况；各级各部
门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及时
妥善回复舆情。

群众利益无小事。漯河市委书记蒿
慧杰表示，漯河市将把转变干部作风作
为市委、市政府 2018年的工作重点，认
真研究部署，强力纠“四风”，持续正作
风，坚决破除懒政怠政不担当、不作为等
不良习气。

“知错就改，积极回应，敢于正视问
题，不回避矛盾，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应有的样子，希望漯河市以此次除雪事
件为契机，锲而不舍抓下去，真正让全市
干部作风来一个大转变！”1月 17日，一
直关注此事的漯河市一位退休干部感慨
地说。③6

□本报记者 曹萍 本报通讯员 杨东方

说起中船重工，人们通常会联想到
船舶、舰艇等“大块头”，然而，1 月 16
日，记者走进洛阳中船重工七二五所，
却被两种“小物件”吸引了目光。一个
是高尔夫球头，不同规格，制作精良，泛
着银白色的金属光泽；一个是更微小的
心脏支架，结构精密，工艺精湛。这两
样以前很难和军工企业联系在一起的
产品，现在却是七二五所的主打产品，
全世界每三支高尔夫球杆，就有一支的
球头出自这里，心脏支架也在国内占有
很大市场。

“这些都是钛合金的铸件。”七二五
所产品发展研究处处长李士凯介绍说，

“别看产品个头不大，材料的技术含量可
不低，都应用了航空和舰船领域的前沿
科技。”

这样的“大材小用”，正是我省将军
用材料技术向民用领域转化、推进军民

融合的缩影。
七二五所的减震降噪技术，在我国

高铁及地铁建设中大显身手；中航光电
的光纤传输器件，在通信基站及华为、中
兴的数据中心建设中广泛应用；中国空
空导弹研究院开发的团雾能见度监测云
为高速安全行车提供保障……这样的例
子不胜枚举。我省在风力发电、石油化
工、医疗器械、汽车与轨道交通等与民生
息息相关的多个领域深度推进军民融
合，很多军工企业的“高精尖”技术已经
飞入寻常百姓家。

军民融合的加速推进，来自于科研
机制的不断创新。以七二五所为例，从
最初的无奈转型，到现在的主动转化，这
家老牌军工企业在军民融合的道路上已
经走了30多年，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融
合模式。七二五所采取“一所两制”，即

“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两套管理”，在保
持研究所军工科研职能的同时，注册成
立了双瑞科技集团，下辖十几家产业公

司，实现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
快速转化。

“目前，军转民科技产业占全所的
80%以上，形成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李
士凯说。

我省是军工大省，可谓军民融合的“富
矿”，拥有众多国防科技工业从业单位，涉及
航空、航天、船舶、军工电子等多个行业。仅
在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范围内就集
聚了全省半数以上的军工科研资源。

依托全省7家省级重点实验室和30
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着力提升军
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和应用能力；洛阳
牵头成立了中原军民融合产业联盟，积
极争创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去年
年底军民融合产业园项目也启动建设
……通过建立灵活的机制、搭建“军转
民”“民参军”的协同平台，我省军民融合
取得丰硕成果，“融”出了活力，“融”出了
实力，“融”出了竞争力。

“军转民”成果丰硕。中船重工七一

三所、中电二十七所、中航锂电等开发
的智能立体车库、锂离子动力电池等成
果已经形成新产业。郑州信大先进技术
研究院的北斗导航、网络通信、智慧城
市等研究成果成功转化。“民参军”全面
提速。郑州机械研究所、洛阳黎明化工
研究院、洛阳轴研、科隆集团、宇通重工
等地方龙头企业院所研发的技术和产
品，先后参与了“天宫”对接、“蛟龙”深
潜、“嫦娥”奔月等国家重点工程。

据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我省将持续加快推进军民融合科技
创新步伐，积极建设军民协同创新平
台，充分发挥军工企业、院所科技创新
优势，促进创新要素的高效共享，大力
推进一批优势产业领域的融合创新发展
重大项目，力争在可见光通信、工业
CT、超级电容等优势领域取得突破，形
成一批产业特色鲜明、创新能力强、产
业规模和影响力大的军民融合产业集
群。③6

本报讯（记者 王冠星）1月
17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获悉，近日，省政府正式公
布了第二届河南省杰出专业技
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
体名单。其中，30名专家被评为

“河南省杰出专业技术人才”，6
个单位或团队被评为“河南省专
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这是我
省首次开展专业技术人才先进
集体评选。

6个“河南省专业技术人才
先进集体”分别是：盾构及掘进
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河南农业
大学家禽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
创新团队、平顶山平煤机煤矿机
械装备有限公司、普莱柯生物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土壤肥
料站、河南省人民医院胸外科。

据介绍，本次评选入选人员
和集体分布于高端装备制造、新

材料、生物制药、现代农业等重
点领域。入选人员绝大多数获
得过国家级荣誉称号、科技奖励
或参与过国家重大、重点科技项
目，其中近一半作为主持人获得
过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上奖
励；入选集体均获得过国家级科
技奖励或达到国内行业领先水
平。截至目前，我省已有省杰出
专业技术人才59名。

另据了解，经省政府批准，
2017年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专
家名单也已正式公布，80名有突
出贡献的职业教育工作者入
选。本次入选专家从事的专业
涵盖智能制造、数控技术、机械
设计、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等47
个职业教育领域。这项评选自
2011 年启动以来，共评选出河
南 省 职 业 教 育 教 学 专 家 366
名。③6

军民融合“融”出经济新活力

漯河：一份民生答卷考问作风建设

全省首批专业技术人才
先进集体出炉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通
讯员 王娟）打开南阳 政 务 服
务网，注册个人信息就能办理
户口迁移审批、社会保险登记
等 1790 个与群众生活息息相
关的事项。1 月 17 日，记者从
有关部门获悉，南阳市政务云
平台已通过专家组验收并投入
使用。

据了解，南阳市政务云项目
仅用了 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
立项、软硬件设施建设及安装调
试，并顺利通过国家信息安全等
级保护第三级要求和第三方信
息安全评测中心评测，现已上线
运营。南阳政务云平台充分利
用现有的基础资源，有效促进各
种资源整合，杜绝重复建设和投

资浪费，在政府部门之间、政府
部门与社会服务部门之间建立
起“信息桥梁”。

据了解，目前南阳市政务
云已建立起了“人口基础信息
库”“法人单位基础信息库”“自
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基础信息
库”“宏观经济信息数据库”，各
政府部门将有序地填充数据，
实现信息整合、交换、共享和政
务工作协同，避免产生“信息孤
岛”。

南阳政务云的上线运行，为
“最多跑一次”的政务服务建设
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南阳市信息
产业发展奠定了大数据基础，同
时也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
供了更好的服务平台。③5

南阳政务云平台开通

1790个百姓生活事项“云”上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