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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0日，一年一度的洛阳牡丹文
化节开幕之际，杜康控股联合洛阳交通
旅游集团共同推出的“酒祖杜康”号免费
赏花专线在洛阳龙门高铁站广场举行了
首发仪式。

洛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胡大鹏在
仪式上致辞时说，“杜康控股推出‘酒祖杜
康’号免费赏花专线，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
公益活动，彰显了公司的责任与担当。相
信随着杜康控股的成长，不仅能为洛阳当
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全新活力，也有助于丰
富和提升洛阳的文化内涵与国际影响力！”

洛阳杜康控股销售公司总经理柳向阳
在致辞时表示，一直以来杜康都在用实
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支持家乡发展。
此次杜康联合洛阳交通旅游集团推出

“酒祖杜康”号免费赏花专线，即是为了
方便更多的海内外游客游洛阳、赏牡丹，
为千年古都、牡丹花城赢得更多的关注
与喝彩！

据了解，“酒祖杜康”号免费赏花专
线统一从洛阳龙门高铁站发车，运营时
间为4月10日至5月9日。 （孟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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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副食召开2018年度连锁工作会议
日前，河南省副食品有限公司在郑州召开了以“新规划，新

征程，新跨越”为主题的2018年度连锁工作会议，并对2017年
优秀连锁门店及优秀个人进行了表彰和奖励。

公司副总经理李莉介绍说，2017年公司旗下的豫副酒源连
锁新增门店34家，总数已达97家，总收入同比增长了40%。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王庆云在会上表示，2018年将新增1000万元
用于扶持连锁事业发展，力争再上新台阶。 （杨晓辉）

日前，“戊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供
奉用酒——彩陶坊酒灌装仪式”在郑州
举行，仰韶彩陶坊第五次当选为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指定供奉用酒。

来自戊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组委
会的任峰先生在致辞时表示，每年的拜
祖大典供奉用酒选择非常严格，竞争也

非常激烈，组委会从历史文化、品牌文
化、产品文化、产品质量等方面层层筛
选，又从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
中原文化特色等方面层层把关，仰韶彩
陶坊酒最终以优秀的质量、厚重的历史
以及“天地人和”的产品文化再一次被确
定为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供奉用酒。

仰韶酒业董事长侯建光代表企业发
言时说：“黄帝时代处于仰韶文化的中晚
期，为黄帝找根就找到了仰韶文化，为仰
韶文化找人就找到了黄帝，两者是真正
的同根同源。仰韶酒业作为仰韶文化的
传承和发展者，弘扬中华文化是我们义
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最后，河南省酒业协会副会长蒋辉恭
读了《仰韶酒业拜黄帝文》。 （黎明）

文化同根 品质卓越
——彩陶坊连续五年成为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供奉酒

□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朱西岭

好山好水出好酒！河南五谷春酒业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五谷春酒业”），地处有

“淮上江南”之称的信阳市淮滨县，多年来在
五粮液集团近20年的支持下，精心钻研技
术、打磨产品，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豫派
五粮浓香”，享誉中原市场……

品质好酒，惊艳众多大咖
3月11日，由河南省酒业协会主办、五

谷春酒业承办的“河南省白酒骨干企业总
工程师（扩大）会议”在淮滨县举行。会议
结束后，记者随同来自豫酒各骨干企业的
总工程师、国家级白酒评委，走进五谷春酒
业酿造车间、酒体设计中心、储酒中心、品
鉴中心及技术研发中心参观学习。

在品鉴中心，各位白酒技术大咖端起酒
杯轻嗅、细品、慢慢回味，不少人的脸上都露
出了惊艳的神情。记者私下和其中几位国
家级白酒评委做了交流，得到的答案几乎一
致：五谷春的酒水品质几乎挑不出来毛病。
不仅如此，大家对五谷春酒业两大技术研发
中心——全国劳动模范（创新）工作室、王凤
玲（白酒品评）大师工作室同样赞赏有加。
前者获得“河南省工人先锋号”，后者则被河
南省酒业协会总工程师赵书民称为“省内最
规范的大师工作室”。

公司总经理张向阳告诉记者，依托两

个技术中心，公司在产品品质方面大胆创
新，取得众多突破——主导产品一连三年
在省内高等级白酒评比中经专家盲评获
得第一名；2015年，淡雅金谷春和乌龙特
曲藏品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
奖赛上分别斩获金奖和银奖，“乌龙”品牌
还于当年顺利获得“中国驰名商标”；
2016年，金谷春金淡雅、乌龙特曲珍品荣
获“最受全球欢迎的中国酒”金奖；2017
年，乌龙特曲珍品蝉联“河南省十大名
酒”；2018年 3月，公司顺利通过了“河南
省纯粮固态发酵白酒酿造生产示范企业”
现场评审。

创新工艺，成就“豫派五粮浓香”
一个地处豫南的区域品牌，因何能突

然爆发成为豫酒阵营中的耀眼明珠呢？
据悉，建厂以来五谷春酒业始终坚持走

“品质至上，质量为本”的发展路线，早在20
年前公司就与五粮液集团达成了战略合作，
来自五粮液的中国首席白酒品酒师、中国评
酒大师郭宾，亲自出任五谷春酒业总工程
师，对公司进行了多年的技术指导，一举奠
定了五谷春酒业的技术基础。

2014年8月，五谷春酒业被五粮液集
团控股并购，被并购后的五谷春酒业不满
足于五粮液集团带来的光环，以其自身独
特的产品风格和气度，萃取五粮液集团高
超的技艺和先进理念，结合当地消费者口

感需求，不断完善和提升自己，最终打造出
了五谷春的独特“气质”——“豫派五粮浓
香”，赢得中原地区消费者的青睐。

何为“豫派五粮浓香”？负责酿造技术
的五谷春酒业副总经理侯少启介绍，公司
引进了五粮液酿造工艺，结合传统的“老五
甑”酿酒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玉米、大
米、糯米五种粮食为原料，汲取清澈甘甜的
淮河优质地下水，经自然富集微生物发酵
制成“包包曲”作为糖化发酵剂，而后老窖泥
池发酵，混蒸混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五粮
续米查老五甑”酿造工艺，并被信阳市列入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依靠这套酿造工艺生产的五谷春原

酒，随后又在以国家级白酒评委王凤玲为
首的勾调技术团队105道工序的精心打磨
下，最终成为“窖香浓郁、醇厚丰满、绵柔净
爽、尾净怡畅”的“乌龙”“金谷春”精品。

放眼华中，打造第一品牌
如今，解决了产品和品质难题的五谷

春酒业，开始在五粮液集团的强力支持下，
搭乘豫酒振兴的东风，拓展更大的发展空
间。公司董事长段明松告诉记者，未来五

谷春酒业要首先立足河南，争做河南第一
品牌，继而拓展华中，打造区域强势品牌，
并已拟定好了大致的战略思路：

一是提升品牌，打造品牌影响力。公
司旗下的“乌龙”和“金谷春”两个品牌，在
信阳市当地已有深厚的消费者基础，今后
要加强传播，提升和强化品牌影响力。二
是聚焦聚力，加强终端渠道建设。根据规
划，公司现已在淮滨当地市场推行直销试
点，推行公司自销与总代理相结合的营销
模式，通过掌握渠道、聚焦终端，让公司发
展驶入快车道。三是创新机制，着力销售
团队打造。要理顺用人机制，多劳多得，上
不封顶。四是重视科研，持续打造高品质
产品。重点依然是以质量管理为中心，走
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五是强化管理，提
升团队执行力，激发员工积极性，并将其作
为强化公司管理的关键。

段明松透露，尤其是技术创新方面，
公司与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合作，正
在开展豫酒五粮浓香固态发酵酿造工程
技术研究，未来要将“豫派五粮浓香”发扬
光大，造福河南以及整个华中市场“乌龙”
和“金谷春”的消费者。

淮上明珠 美酒金谷春

赏国色牡丹 品酒祖杜康
——“酒祖杜康”号免费赏花专线首发仪式举行

豫坡召开60周年庆典活动动员会
4月 2日上午，豫坡集团召开了首届旅游文化节暨豫坡酒

厂建厂60周年庆典动员会。
会上，集团总经理王清华对活动的服务保障工作作了部

署。文旅商务公司总经理张建峰、公司顾问崔盘收、执行经理
张一帆，围绕活动人员分配、策划草案、“共享窖池”模式等分别
发言。集团董事长张建设提出：公司上下要齐心协力把活动做
好，把豫坡老基酒打造成中原文化名酒的名片! （崔盘收）

第十届“寿酒杯”乒乓球擂台赛29日举行
4月29日，由滑县体育运动委员会和河南寿酒集团联合主

办的第十届“寿酒杯”乒乓球擂台赛，将在滑县综合健身馆正式
拉开帷幕。

据悉，本届擂台赛设有男、女单打两个项目，组别分为老年
组（女 55岁，男 60岁以上）、女子组（年龄不限）和成年组（性
别、年龄不限），省内外乒乓球爱好者均可报名参赛，获得名次
即可获得现金大奖和寿酒集团提供的美酒。 （李松虎）

金星啤酒品牌发展研究院揭牌
日前，金星啤酒品牌发展研究院揭牌仪式暨品牌宣传工

作座谈会在郑州举行。
集团董事长张铁山出席会议。他说，金星研究院是金星

集团外宣工作的拓展，是金星集团外宣工作的有益尝试，希望
各位专家学者、媒体朋友多支持，共同见证金星的成长与发
展。未来研究院将建立一支涵盖财经界、媒体界的专家顾问
队伍，全力推进金星事业开创新局面，谱写新辉煌。（朱西岭）

2017 年名酒复苏，但名酒资源稀
缺，酒商需要有一款区域名酒来为经营
提供保障。对于豫商来说，该如何选择
一个接地气的品牌呢？

一年一度的郑州春季糖酒会即将开
幕，这无疑是判断豫酒本土品牌形象的
一个良好机会。

4月24日，赊店老酒公司联合“酒业
第一新媒体”微酒共同主办的“消费升级
下的酒业经销商转型之道”论坛，将于郑
州春季糖酒会期间举行。届时，赊店老
酒公司董事长单森林、赊店商业公司总
经理单颖、盛初咨询总经理柴俊、尼尔森
高级总监余美琳等诸多重磅嘉宾将出席
论坛，共同论道中原白酒市场的新发
展。这也必将成为豫商转型发展的新信

号，为豫商在消费升级下选择品牌及市
场操作提供参考。

论坛上，作为主办方之一的赊店老
酒公司还将展示旗下大单品——元青花
洞藏年份酒，披露2018年的品牌建设和
营销规划，介绍公司的未来发展目标，以
便更好地与经销商一道发展，并邀大家
一起见证一个走心的赊店老酒，早日实
现豫酒人梦想中的“豫满天下”！

作为国内营销界巨头之一，盛初咨
询将在本次论坛上重点讲解经销商转型
所必要的方法和工具。闻名全球的市场
调研公司尼尔森，则将在会上讲解消费
升级下河南酒水消费市场呈现的新特
征，为豫商更好地了解消费者提供窗
口。 （孝帅）

论道新消费 把握新商机
——赊店举办论坛助推经销商加快转型

农历二月十五，是我国伟大的哲学
家、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诞辰
2589周年纪念日。当日上午，“老子文
化节”在鹿邑县太清宫太极殿举行。

老子好酒，更懂酒。公元前518年，
孔子问礼拜谒老子，老子奉上枣集（现宋
河镇）酿造的美酒招待孔子，孔子饮后即
留下“惟酒无量，不及乱”的千古名言，更
留下了“孔子酒醉枣集”的千古佳话，影
响了后世数千年的中国酒文化。所以，
在老子诞辰纪念日，以宋河美酒礼敬先
贤可以说是整个祭典的重头戏。祭拜仪
式开始后，宋河酒业董事长朱文臣先生
恭读拜文，宋河酒业总裁朱景升以国字
宋河九号献爵老子，来自辅仁药业集团、
宋河酒业管理层的各位代表为老子敬香

以示尊敬。
活动期间，宋河酒业艺术团还在鹿

邑县游客服务中心为家乡人民和远道而
来的香客奉献了五场高质量的文艺汇
演，展现了源远流长的河南酒文化和独
属于老子故里的礼遇文化，树立了宋河
在鹿邑人民心中的良好形象。 （利艳）

拜谒先贤 弘扬文化
——宋河举办多种活动助力“老子文化节”

豫酒产业转型发展进行时豫酒产业转型发展进行时
系列报道⑨系列报道⑨

“中西部葡萄酒集散分拨中心研讨会”举行
4月 10日，由河南开元国际经贸有限公司承办的“中西

部葡萄酒集散分拨中心研讨会”在郑州举行。
与会嘉宾围绕如何“买全球、卖全球”，促进河南进口葡萄酒

行业发展展开了探讨。刚刚成立的开元国际进口葡萄酒中西部
展示交易中心，是一个以河南为中心、辐射周边省份，涵盖物流、
金融、贸易等业态的综合服务平台，相比沿海口岸通关时间更
短、物流成本更低，吸引了众多葡萄酒进出口企业入驻。（毕强）

4 月 23 日至 25 日，以“共生共荣、共享共好”为主题的
2018第二十一届郑州国际糖酒会将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这不仅是一个展示、交流、发现商机的平台，也是了解未来
行业发展趋势的重要途径，赢来业界高度关注。

本届展会由中国酒类流通协会、河南瑞城文化传媒集团、河
南省酒业协会、河南省糖酒食品流通协会主办，郑州瑞城展览服
务有限公司、河南玖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承办，展览面积
45000平方米，将有1300多家国内外展商展出数千种新商品，
约10万家专业经销商到会参观。

据了解，由郑州国际糖酒会组委会精心组织推出的“2018
首届中国糖酒食品名家讲坛”，将于4月23日在郑州国际会展
中心轩辕堂举行。作为郑州国际糖酒会组委会重磅打造的高
规格品牌会议，该讲坛以切实“推动中国糖酒食品行业发展”为
己任，努力与中国糖酒食品行业有竞争力的酒业公司、食品饮
品公司、销售公司、企业领袖、经济专家、营销专家、媒体大咖，
共筑创新、专业、智慧、交流、分享、传播的平台。

据悉，本次名家讲坛邀请到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现国务
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
究所原所长任兴洲，以及国内一线知名企业负责人和营销专家、
实战大商一道，探究宏观经济趋势、解读行业发展方向。

同时，郑州国际糖酒会期间还将举行“中国（郑州）糖酒食
品产业国际经贸合作圆桌会议”“2018全国酒类行业协会会长
（郑州）峰会”“2017河南酒业年度总评榜颁奖典礼”等一系列
主题活动。 （辛莉）

名家云集 精彩纷呈
——千厂万商相约4月郑州糖酒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