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18日下午，酒祖杜康小封坛在
洛阳举行了新品发布会，来自社会各界
的500余位嘉宾出席了上市活动。

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豫酒振兴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万旭在致辞时表示，
杜康酒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其他任何白酒
都难以比拟的历史文化内涵。历史文化
地位决定了杜康必定是中高端酒，因此
他希望杜康人要找准这一定位，不断提
升品质，而后运用各种载体做好宣传，也
希望全体河南人、全体中国人共同来珍
惜这张民族品牌。

杜康控股总经理王鹏在发布会上表

示：“一位行业大咖说过，‘有品牌的优质
白酒永远都是稀缺品’，酒祖杜康‘小封
坛’定位的就是这样一款酒，随着在郑州
和洛阳的上市，杜康人也吹响了向品牌
优质白酒进军的号角。”

笔者从发布会上获悉，酒祖杜康小
封坛分为 46度青坛和 52度玉坛两种，
前者价格为428元/瓶，后者价格为858
元/瓶，意在把握消费升级趋势，满足中
高端人群的消费需求。此前的专家品鉴
会上，中国白酒大师赖登燡和程宏连均
给出了很高评价。

行业观察者认为，此次酒祖杜康小
封坛在洛阳的高调上市，一是打造杜康
品质豫酒的形象，进行高端市场占位；二
是展现杜康把握根据地，继续做大做强
洛阳市场的信心与决心。在当前豫酒转
型发展纳入省政府战略规划之际，杜康
在品质豫酒、高端豫酒层面的强力发声，
将有力促进豫酒振兴，推动河南白酒产
业的繁荣与发展。 （孟振峰）

鉴定新香型 论道寿文化
——河南寿酒集团揭牌仪式辉县举行

1月 19日，“2018首届中国寿酒文
化研讨会暨河南寿酒集团揭牌仪式”在
豫北太行山脚下的太行酒城举行。

来自中国酒业协会、中国酒类流通
协会、中国副食流通协会以及省市县的
各级领导，白酒界的专家大咖及200多
家百泉春经销商，共同见证了盛会！

河南寿酒集团前身为河南省百泉春
酒业有限公司，始建于1957年，经过60
年的发展逐渐由一个 15人的手工小作
坊发展成为如今拥有1000余名员工，白
酒灌装能力10000余吨，大曲酒贮存能
力达 20000 吨，固定资产 2.6 亿元的集
曲酒酿造、白酒生产、燃料乙醇、DDGS
高蛋白饲料、金融、贸易等于一体的现代
化集团公司。

河南寿酒集团董事长周明新表示，
新成立的河南寿酒集团将紧抓时代机
遇，以“美好生活双提升”为维度，深度认
知“生存型消费”向“健康型、享受型消
费”的转变需求，满足消费者对“生活质

量”和“生命质量”的双重诉求。
当日上午还举行了河南寿酒集团

儒香型寿酒的专家品鉴会，42 度寿酒
和 52度寿酒赢得专家们高度肯定。下
午则举行了首届中国寿酒文化研讨会，
著名白酒专家梁邦昌,中国 SOD 产业
联盟理事长、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工
程学院教授袁勤生，对百泉春 SOD 寿
酒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解决了 SOD
在白酒中的稳定性问题，是真正意义上
的 SOD 酒，也是真正能给大家带来健
康的一款白酒。

（李松虎）

高端新品 布局加速
——酒祖杜康携“小封坛”洛阳重磅上市

1月22日上午，由河南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举办的“白酒市场治理及豫
酒质量安全提升新闻发布会”在省政府
新闻发布厅隆重举行。会后，仰韶酒业
总经理郭富祥围绕食品安全问题接受了
媒体专访，向大家介绍了仰韶酒业近年
来在品质提升与质量监管方面所做的工
作以及今后规划。

郭富祥说，食品工程是良心工程，仰
韶酒业将坚定不移地坚持“实实在在酿
酒，认认真真科研，扎扎实实营销，本本
分分经营”的企业经营理念，秉承“质量、
安全、诚信、放心”的质量承诺，兑现让消
费者“买着放心，喝着舒心”的庄严承诺。

郭富祥透露，仰韶酒业2018年将在
品质提升方面围绕以下重点展开工作：

首先，在科研创新方面，继续加强与
江南大学、中国食品工业发酵研究院等

高校和科研单位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在
陶香型白酒香味成分和食品安全两个方
面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2018
年，公司将开展陶香型白酒酿酒工艺自
动化中试项目以及微量成分、食品安全
成分等方面的分析研究，使其工艺进一
步完善。同时，还将投巨资购进精密科
研分析仪器，引进高层次人才，全力推进
院士工作站的建设，完成博士后研发基
地的升级和CNSA实验室认证工作，为
品质提升，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其次，在质量管理方面，认真开展质
量管理体系、HACCP体系、环境体系三
个体系的认证，强化质量追溯体系建设
的广度和深度，从产品设计精细化、采购
供应精细化、检测分析精细化、成品包装
精细化、全面质量管理精细化五个方面
着手，提升质量管理水平。 （黎明）

代言宋河品质 传播豫酒文化
——九位“民间酒神”获聘宋河酒业品质大使

1月21日，河南省“两会”即将开幕之
际，宋河酒业邀请“宋河杯”河南省首届民
间品酒大赛主办方——河南省酒业协会、
河南日报社以及获奖的九位“民间酒神”
齐聚郑州，共同为豫酒振兴“献声”。

谈起首届民间品酒大赛，河南省酒业
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蒋辉说，“宋河杯”民
间品酒大赛以宋河品质为背书，把宋河的
几大优势有机结合，通过与消费者的互
动，从规模、技术、品质、责任等方面向大
家呈现了一个“全景宋河”。

河南日报专刊处处长赵志刚表示，
去年大赛启动时间为 7月上旬，与省政
府随后提出的振兴豫酒政策不谋而合，
它的成功举办，更是为政府推动豫酒转
型升级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宋河酒业销售总经理朱国恩则从行
业、市场、消费者三个方面总结了承办大

赛的收获。他表示，通过各地消费者对
宋河酒的品鉴和检验，大家对豫酒品质
更加自信，对河南酒文化更加认可。

联谊会上，九位“酒神”敞开心扉，畅
所欲言。来自禹州的冠军“酒神”刘建华
说，民间品酒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方式，
它一方面体现了宋河对自身产品绝对自
信，另一方面也让消费者对宋河的技术、
产能等有了最直观的认识，便于培养忠
实消费群体。

唯一的女“酒神”刘霞称，自己对宋
河孔老问礼，八皇祭酒的品牌历史文化
非常感兴趣。参赛期间与宋河越接触越
觉得著名作家李准先生为“绵甜净爽”的
四字定位准确、耐品味！

同时，大家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即将
启动的2018年第二届“宋河杯”河南省
民间品酒大赛提出了很多建议。（利艳）

加强食安监管 匠心提升质量
——仰韶酒业总经理郭富祥谈食品安全

2017年，对于河南酒业而言，注定
是要载入发展史册的一年。

这一年，河南酒业被省政府正式列
入重点支持的12个转型攻坚的产业项
目之一，省长陈润儿多次主持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白酒产业转型发展工作；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满仓勇挑重担，带
领由省工信委、省商务厅、省食品药品
监管局等相关厅局负责人组成的豫酒
工业企业调研组，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
里，走进企业,探车间、看酒窖、问经营、
办座谈，对近30家省内外酒类生产及流
通企业进行了密集、深度调研，一系列
振兴豫酒的强力举措也相继出台……

河南酒业，真正迎来了发展春天！

密集调研 殷切寄语

7月 12日下午，豫酒工业企业调研
组走进仰韶酒业生态酿酒基地，实地调
研豫酒振兴工作，调研组主要领导寄语
仰韶要当好豫酒的排头兵。由此拉开
了豫酒调研的序幕。

7月 13日，豫酒工业企业调研组来
到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司调研。在与
企业座谈时调研组主要领导提出，杜康
酒历史悠久，要在振兴豫酒的大背景下
重塑品牌，早日实现复兴。

7月14日上午，豫酒工业企业调研组
到河南五谷春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调研。
调研组主要领导勉励企业不断扩大高端
产品份额，实现更好效益和更大规模。

7月 20日，豫酒工业企业调研组深
入赊店老酒调研生产经营情况。调研组
主要领导在调研中强调，企业要着力提
升产品质量、规模，提高营销水平，打造
市场信得过的品牌，并争取早日上市。

7月 21日上午，豫酒工业企业调研
组一行走进宝丰酒厂，对宝丰酒业提出
了适应消费需求新变化、虚心学习先进
经验，以提升企业驾驭市场的能力。

7月 31日，豫酒工业企业调研组抵
达郑州政大贸易公司、河南省副食品公
司、中州皇冠贸易公司、酒便利等部分
酒类流通企业调研，并认真听取了四家
企业的工作汇报。

8月 11日下午，豫酒工业企业调研

组莅临皇沟酒业调研。调研组主要领
导希望皇沟御酒谋划创新、全力拼搏，
让皇沟御酒在豫东大地上发展壮大。

8月 15日下午，豫酒工业企业调研
组前往河南省茅五剑贸易有限公司、河
南盛林商贸有限公司、金之义酒业有限
公司（原金辉酒业有限公司）调研，并详
细听取了企业对支持豫酒振兴的建议。

8月16日下午，豫酒工业企业调研组
走进鹿邑县宋河酒业生产基地调研，建言
宋河酒业专注、专攻、专心、专一做好宋河
这瓶酒，瞄准标杆，重振豫酒雄风。

8月 17日，豫酒工业企业调研组走
进张弓酒业调研。调研组主要领导建
言张弓酒业积极主动、用心经营，做好
品质这篇文章，并进一步开发挖掘张弓
酒文化。同日，调研组一行又莅临河南
张弓老酒酒业有限公司调研，实地考察
了张弓老酒酒业的生产经营情况。

8月 18日，豫酒工业企业调研组走
进金星啤酒集团调研，并对企业提出三
点建议：一是练好内功，在品质上下功
夫；二是紧紧围绕市场，加快产品创新；
三是创新营销模式，加强品牌宣传。

8月 25日上午，豫酒工业企业调研
组莅临民权调研酒业发展情况。调研
组首先来到民权九鼎葡萄酒有限公司，
详细了解了公司的发展历程及生产工
艺，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随后，调研
组一行又来到冷谷红葡萄酒厂，走进生
产车间详细考察了冷谷红葡萄酒生产
研发情况。

10月 23日上午，豫酒工业企业调
研组来到贾湖酒业调研。座谈会上，调
研组主要领导要求贾湖酒业：一是要确
保产品品质，突出产品风格；二是要开
拓市场，培养过硬的销售队伍；三是要
打造品牌，加大宣传。

12月13日，豫酒工业企业调研组来
到河南寿酒集团（百泉春酒业）调研，并
建言寿酒集团着力打造寿酒品牌和独有
的寿酒风格，把寿酒集团做强做大。

省外参观 学习交流

8月 10日，河南省酒业考察团到江
苏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参观学习。

9月 10日至 13日，第七届中国（贵
州）国际酒类博览会举行期间，河南省
酒业考察团，相继对董酒、习酒、小糊涂
仙酒、宋窖酒、茅台酒厂进行了考察。

12月 7日，河南省酒业考察团一行
走进五粮液集团、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
司考察学习。在五粮液集团，双方就如
何支持河南五谷春酒业做强做大及川
豫合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沟
通。在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团
一行参观了泸州老窖的酒业园区，总结
学习了值得河南酒业学习的地方，同时
诚邀泸州客商到河南投资兴业。

精心谋划 着力提升

6月 12日，省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
在省商务厅组织召开了第一次豫酒工
作会。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汇报了我
省酒业发展现状、酒业转型发展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以及加快豫酒转型发展的
意见。省领导要求，尽快制订赴省内外
调研方案，同时组建豫酒转型发展领
导小组办公室，集聚各方智慧和力量，
全面推动我省酒类行业的转型发展。

6月 14日，省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
在省商务厅主持召开豫酒产业转型发
展座谈会，听取企业情况汇报。张弓、
宋河、仰韶、杜康、宝丰、赊店、金星及省
副食、盛林商贸、酒客来等酒类生产、销
售企业负责人参加了座谈。

8月 22日上午，省政府召开常务会
议，集中讨论研究河南酒业等三个产业
转型发展工作。会上强调，要以“钉钉
子”精神一个产业一个产业地抓好落实、
务求实效，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河南产
业转型发展。会议审议通过了《豫酒转
型发展行动计划》和关于促进酒业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

快速行动 务实推进

★第七届贵州酒博会暨豫满中华·
豫酒推介会

9月 9日—12日，第七届中国(贵州)
国际酒类博览会在贵阳市举行。在省
人大常委会领导率领下，河南省组成了

200余人的代表团，作为主宾省应邀参
会并参展，其间还举行了豫满中华·豫
酒推介会。

★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工作会
9 月 19 日，由河南省政府组织召

开的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工作会议在
郑州召开，省政府主要领导出席并作
重要讲话。会议对我省白酒业发展提
出了发展目标，明确了发展方向，指出
了发展重点，制定了支持措施，明确了
我省将加快豫酒结构调整和转型升
级，全面提升豫酒核心竞争力和综合
实力。

★本报推出“豫酒产业转型发展进
行时”系列报道

9月 21日，河南日报联合豫酒转型
升级领导小组策划推出了“豫酒产业转
型发展进行时”系列报道，目前已刊出
了《魅力豫酒 香飘贵州——河南代表
团参加第七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
览会综述》《着力品质提升 助力豫酒振
兴——全省白酒业品质提升现场会综
述》《“产销合作宣言”发布豫酒转型升
级步伐加快》等报道，得到省人大常委
会领导的肯定和批示。

★全省白酒品质提升现场会
10 月 17日，全省白酒业品质提升

现场会在渑池县仰韶酒业召开，来自省
豫酒转型发展领导小组以及省直各相
关厅局、相关县市的领导，14家豫酒骨
干企业、10家酒类流通企业的负责人参
加了会议。与会代表还围绕如何提升
豫酒品质、振兴豫酒产业，进行了汇报
发言。与会的省人大常委会领导最后
做了总结发言。

★河南省白酒业转型发展暨产销
合作座谈会

11 月 29日，省工信委在郑州组织
召开了河南省白酒业转型发展暨产销
合作座谈会。会上发布了《河南省工
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成立河南省白
酒业转型发展专家委员会的通知》及

“豫酒产销合作宣言”。与会的省人大
常委会领导在会上提出，下一步要积
极营造“豫商卖豫酒，豫人喝豫酒”的
市场氛围。

（本报综合整理）

1月 9日，2018张弓酒业商丘市区春节订货会在商丘名家
名厨大酒店举行，来自商丘区域的1000多名经销商参加了本
次活动。

活动现场人气爆棚，商丘区域经理孙新义为与会渠道商详
细介绍了张弓系列产品和订货政策，一举调动起了与会酒商的
积极性，订货量再创新高，充分展示了张弓酒的强大市场影响
力和发展后劲。张弓酒业董事长孟艳表示，张弓一直在践行

“质量、责任、合作、守法”的核心价值观，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打造高品质产品。2018年，公司将以更加规范的制度、更高
标准的品质，为经销商、终端客户、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
和服务。 （王珏）

张弓酒业商丘举行春节订货会

加快转型 着力提升
——2017豫酒转型发展大事记

酒业资讯

1月 19日，“王者风范·酱赢天下”河南省副食品有限公司
茅台王子酒经销商联谊会在郑州举行。

公司董事长王庆云介绍了省副食2017年所取得的成绩和
2018年的发展规划。据悉，2017年省副食及其酱香酒品牌事
业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其中茅台王子酒 2017 年销量达到
1095吨，实现了两年五倍的增长突破。2018年在茅台集团减
少茅台王子酒计划供应量的形势下，要坚守品质和价格，争取
再创销售佳绩。

会上还对郑州市二七区亿兴酒业、北京盛扬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等茅台王子酒优秀经销商进行了表彰和奖励。 （杨晓辉）

茅台王子酒经销商联谊会郑州举行

1月 22日，“白酒市场治理及豫酒质量安全提升新闻发布
会”在省政府新闻发布厅举行，河南省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朱景升受邀出席并接受了采访。

朱景升表示，宋河一直坚守品质初心，把质量安全作为企
业的生命线，并为此做了一系列工作：一是严守质量红线，护航
品质安全。“当产量与质量发生矛盾时，产量让位于质量；当成
本与质量发生矛盾时，成本让位于质量；当销量与质量发生矛
盾时，销量让位于质量”。二是制订“HACCP计划”，对白酒生
产的每道工序进行食品安全危害分析，加强质量安全控制。三
是增强综合实力，保证品质提升。 （仲凯）

朱景升畅谈宋河酒业“质量安全观”

1月 23日，彩陶坊2018新春客户联谊会在洛阳举行，接连
两天的活动有1500名当地经销商参与和订货。

据悉，春节销售旺季日渐临近，为做好节前供货和销售工
作，仰韶酒业在全省范围内规划了30多场彩陶坊2018新春客
户联谊会。1月 7日首站活动从新郑启动，随后在新密、巩义、
荥阳、登封、郑州、周口、漯河、中牟、许昌、平顶山、洛阳等地全
面铺开，场场爆满。尤其是此前的郑州站活动，有将近2000名
经销商与会订货。据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联谊会已
经进行了 18场活动，逾 15000名各地经销商参会和订货，为
2018年的工作开了一个好头。 （黎明）

彩陶坊新春客户联谊会引爆全省

日前，从豫坡集团传来好消息，公司重点打造的豫坡老基
生态文化园获批国家3A级旅游景区，驻马店人民从此又多了
一个集旅游观光、酿酒文化体验于一身的好去处。

据悉，豫坡集团一直注重创新，讲究酒文化同旅游相结合，
注重以酒养游、以游促酒的发展规划。在酒文化旅游项目打造
过程中，公司始终把规划设计放在重要位置，坚持以酒为本、以
绿为荣、以文为品、以闲为题，谋求酒博园、文博园、绿博园、体
博园四园合一，着力打造多业态共生的旅游目的地，以形成驻
马店新的经济增长点。经过两年多的打造，豫坡老基生态文化
园最终成功获批国家3A级旅游景区。 （崔盘收）

豫坡老基生态文化园获批国家3A级景区

2018年农历春节渐行渐近，年味儿也越来越浓，有关央视
春晚的话题越来越热。作为全国化品牌的最佳孵化器，春晚特
约这一宝贵资源也再次受到国内各大品牌的青睐。那么，又是
哪一个品牌牵手2018年春晚，成为特约品牌呢？

可靠消息称，来自安徽的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的古井贡
酒，今年将再次携手央视春晚，与全国各族儿女一起通过聆听
中国故事，感受中国精神，共度中国年！

据悉，这已经是古井贡酒连续第三年特约央视春晚，在这
个吉庆欢乐的大舞台上展示古井贡品牌形象，传播中国白酒文
化，有力地推动了中外酒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李卓）

古井贡酒携手2018年央视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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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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节的临近，白酒业也逐渐步入销售旺季。为推动豫

酒转型发展，省豫酒转型发展领导小组领导也加大工作力度，

借助实地调研和专题会议推动，共促豫酒在节前掀起新一轮的

营销高潮。

1月 15日下午，省豫酒转型发展领导小组负责人，带领工

作组在省会郑州调研省内酒类流通企业设立豫酒专柜（区）工

作。工作组一行先后走进河南酒客来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豫副酒源连锁有限公司、河南金辉名酒货仓（陇海路店）等

酒类流通企业，查看了豫酒专柜（区）设立和调研豫酒销售情

况。每到一处，工作组都详细了解豫酒专柜陈列情况，豫酒各

品牌的销售情况，并详问原因及对促进豫酒销售的建议和意

见。

1月16日下午，省商务厅又在郑州组织召开了豫酒转型发

展-豫酒营销推进会，省商务厅副厅长李若鹏出席会议并讲

话。来自宋河、赊店、仰韶、杜康、张弓、宝丰、皇沟、鸡公山、豫

坡、五谷春、贾湖、百泉春、林河、张弓老酒、朗陵罐等15家豫酒

生产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先后汇报了2017年企业的生产经营情

况、市场营销和宣传推介工作以及2018年各企业的生产经营

计划、形象宣传等工作。

（本报记者）

增强氛围 促进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