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河酒业是我县
的工业骨干企业和重
点利税企业，多年来
鹿邑县委县政府非常
重 视 宋 河 酒 业 的 发
展，去年省政府将豫
酒振兴列为全省产业
转型攻坚的重点任务
之后，县委县政府积

极落实指示，召开了建县以来最高规格的“振兴宋河酒业
大会”，成立了“鹿邑县白酒业转型发展暨振兴宋河酒业领
导小组”，下发了振兴宋河行动计划，积极倡导“爱家乡，喝
宋河”的浓厚氛围，支持、引导企业转型发展。本届民间品
酒大奖赛是河南酒业一年一度的盛会，鹿邑县委县政府将
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相信这次大赛一定能取得圆满成
功，也一定会越办越精彩！

支持宋河 加快转型

张 勇
（鹿邑县人
民 政 府 副
县长）

“国字宋河杯”河
南省第二届民间品酒
大奖赛，是豫酒转型
发展计划提出后的第
一个大手笔活动。去
年，在主办方、承办方
的共同努力下，首届
河南省民间品酒大赛

取得了圆满成功，有力推动了宋河酒业的销售。所以说，
豫酒振兴关键在氛围，只要人人喝豫酒、人人为豫酒代言，
在消费时主动选择豫酒，建立豫酒的文化自信、品质自信、
品牌自信、消费自信，豫酒振兴就指日可待。

今天，我们再次启动了第二届民间品酒大赛，这既是
豫酒振兴的需要，也是满足中原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同
时也是宋河酒业持续发展的需要，河南省酒业协会将动员
全省18个地市的分会，对活动给予大力支持！

熊 玉
亮（河南省
酒 业 协 会
会长）

品酒大赛 助力振兴

肖 建
中（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
副总编辑）

赛事升级 传播出彩

时隔 5 个月，新
一届赛事再次启动，
并进行了全面升级，
呈现出了“高、大、
上”的新特点，如以

“我为豫酒代言”为
主题，站位更“高”；
场次增加到 140 多
场，除海选、初赛、复

赛、决赛外，还新增了高校、金融、媒体专场，覆盖面更
“大”；奖金翻番，赛事规格和档次也“上”了新台阶……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宣传方案也与时俱进，做了升
级，除了报纸、网站、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平台进行传播
外，还拿出两个千万级用户的新媒体平台，一个是公务员
为主体用户的河南日报客户端，一个是老百姓为主体的豫
直播，从而使报道更加立体和生动。

刘秀华
（中国酒业
协 会 副 理
事长）

去年，中国酒业开
始复苏，其中白酒增长
最快，全年实现利润总
额 1028亿余元，同比
增长 35.79%，但复苏
只是名酒的复苏，因此
名酒如何拉动消费显
得尤为重要，宋河去年
承办的河南省首届民

间品酒大赛就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大赛中，宋河酒业的10位国家级评委走出实验室，来

到市场上和消费者沟通、互动，不但对普及白酒品鉴知识、
树立正确的白酒品质观、品牌观、消费观有着重要意义，也
有力地促进了白酒行业的发展及科技、科研的进步，这是
宋河作为中国名酒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其连续两年
斥巨资独家承办大赛最大的意义。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也是一个扬帆
起航的日子，由宋河酒业独家承办的河南
省第二届民间品酒大奖赛再次起航，欢迎
大家共同见证大赛启动，共同推动豫酒振
兴！

宋河酒业是河南体量最大的白酒酿造

企业，生产基地位于河南省鹿邑县枣集镇
（现宋河镇），也是我国道教圣人老子的故
乡。这里的酿酒历史非常悠久，具体来说
即“始于春秋，盛于唐宋”，宋太宗赵光义曾
将其钦定为“宫廷贡酒”，民间则有“天赐名
酒，地赐名泉”“枣集美酒，名不虚传”之美
句流传。

千百年来，宋河镇出产的美酒曾赢得
和承袭了“三重礼遇”：一是圣人礼遇。公
元前518年，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
育家、儒学祖师孔子问礼拜谒于老子，老子
奉上枣集镇酿造的美酒招待孔子，两位圣
人于古宋河之滨把酒论道，成就中华文化
千年之脉以及“惟酒无量不及乱”的千古名
言，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二是皇家礼
遇。从汉代至宋代，历史上先后有八位帝
王曾亲临老子故乡鹿邑，祭拜圣人，品评美

酒，“枣集酒坊”从此与帝王公侯结下了不
解之缘，从民间作坊转变为皇家祭祀、摆
宴、庆功用酒，“枣集酒坊”的独家酿造技艺
也延用为皇家用酒的典范，赢得皇家数百
年的礼遇。三是盛世礼遇。1968年，当地
政府联合宋河之滨原有的20多家酒坊成
立了第一家国营“鹿邑酒厂”，1988年更名
为宋河酒厂，1988年在全国第五届评酒会
上荣获国家名酒称号及金质奖，成为中国
17大名酒之一，1992年获法国巴黎国际
名优酒展评会特别金奖，2010年被选为上
海世博会河南省馆唯一指定用酒……

和首届大赛一样，“国字宋河杯”河南
省第二届民间品酒大奖赛，仍然是宋河酒
业体验营销以及和消费者面对面直接沟通
的一种方式。酒业未来发展的本源，归根
结底在于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在这种

情况下，我认为名优酒之间竞争的焦点依
然是对消费群体资源的争夺，而要赢得消
费者的青睐和口碑，讲好品牌故事变得越
来越重要，而要讲好品牌故事，首先要抓的
就是产品和文化。

基于对中原和鹿邑县地域文化的认
知，宋河酒业确定了以“中国礼遇”为诉求
的品牌文化。今后，在每场比赛中宋河酒
业都会把中国礼遇文化通过酒、文字、节
目、道具等植入到活动中，让消费者深入体
验宋河文化，并主动进行传播。

宋河酒业接连承办两届民间品酒大
赛，让10个国家级白酒评委和消费者面对
面沟通，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让他们在
和消费者的交流中，用消费者听得懂的语
言去诠释白酒的酿造工艺、口感特色，用各
种接地气的活动助推豫酒振兴。

朱 文 臣
（河南省宋河
酒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李 若
鹏（河南省
商 务 厅 副
厅长）

接连两年，宋河
酒业以中国名酒的姿
态和实力，承办河南
省民间品酒大赛这样
一个展示豫酒文化和
品质的大赛，不仅彰
显了宋河酒业的责任
担当和文化自信，也
凸显了宋河酒业以消

费者为中心的人民情怀，值得点赞！
河南之美，不仅美在深厚的文化底蕴、活力四射的蓬

勃发展，更美在酒香四溢、百花齐放的豫酒品牌。所以，
希望在场的每个人都能通过此次品酒大赛，化身为豫酒
品质的推介者和文化的传播者，让世界通过一杯酒品味
河南，爱上河南。同时，也希望宋河酒业坚定信念，创新
引领，为豫酒振兴和中原崛起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传播文化 代言豫酒

引领消费 宋河担当

讲好品质故事 传播礼遇文化

□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朱西岭

四月芳菲醉，人间仲春时！
4月 22日，经过近五个月的紧张

筹备，由中国酒业协会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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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宋河酒
业”）独家承办的“国字宋河杯”河南省
第二届民间品酒大奖赛启动仪式，在郑
州拉开帷幕。来自中国酒业协会、河南
省商务厅、鹿邑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主
办方和承办方的负责人，省内外新闻媒
体的记者等近200人共同见证了当天
的启动仪式。

汲取了首届比赛的经验，新一届民
间品酒大赛无论是奖金、场次、规格、覆
盖面，均进行了全面升级。在四月迷人
的春色里，中原民间“酒神”争霸再次燃
起烽烟！

大奖揭晓，赛事全面升级

上午8时许，随着仪式临近，在郑州大
河锦江饭店的活动现场，陆陆续续迎来一
拨又一拨的参会嘉宾，经过前期多日的预
热和发酵，本届大赛已经在社会上尤其是
酒行业里掀起了热议，很多参会嘉宾都是
边走边打听：去年的首届民间品酒大赛，一
等奖奖金高达10万元，而从初赛到复赛，
喝的酒不过10杯，可谓杯酒值万金呀！听
说今年大奖的奖金还要上涨，究竟会有多
少呢？

启动仪式开始后，随着中国酒业协会
副理事长刘秀华，河南省商务厅副厅长李
若鹏，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
辑肖建中，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河
南日报社专刊处处长赵志刚，鹿邑县人民
政府副县长、县振兴宋河领导小组副组长
张勇，河南省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朱文臣等致辞及宣读文件进行完毕，刘
秀华、李若鹏、肖建中等8位嘉宾一起手擎
金沙倾洒而下，正式启动了本届大赛。

紧随其后，现场大屏上开始播放有关
大赛的视频资料，最后本次大赛各项大奖
的具体奖金金额相继揭秘并定格在了屏幕
上：优秀奖10名，各奖励现金2万元；三等
奖3名，各奖励现金5万元；二等奖1名，奖
励现金10万元；一等奖1名，奖励现金20
万元！总金额65万元！可以说，在去年的
基础上，各项大奖均实现了翻番，现场响起
欢呼一片……

正如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副
总编辑肖建中在致辞时所言，本届大赛“站

位更高，覆盖面更大，奖金、规格、档次都上
了新台阶”，赛事可谓得到全面升级。

互动游戏，引燃代言激情

本届大赛的主题为“我为豫酒代言”，
为此宋河酒业设置了许多与之有关的互动
环节。活动仪式启动前，每位莅临现场的
嘉宾，都被带到一面活动主题墙面前，对着
摄像机说出一句为豫酒代言的口号，“爱河
南，喝豫酒”“让我们为豫酒代言，为国字宋
河喝彩”……诸如此类振奋人心的声音在
现场此起彼伏，气氛热烈。嘉宾发言环节，
省商务厅副厅长李若鹏在发言中也积极呼
应，号召在场嘉宾争做豫酒品质的推介者
和文化的传播者，积极为豫酒振兴摇旗呐
喊、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仪式临近尾声，代言活动进入高潮——
宋河酒业联合中华网共同开发的一款名叫

“我为豫酒代言”的H5小游戏，在会上公
开亮相并正式上线。现场嘉宾以及在线的
网友，只要上传自己的头像信息，选择自己
喜欢的豫酒宣传语，即可自动生成一张为
豫酒代言的个性海报。因此，游戏一上线
很快就赢得大家的热情关注和积极参与，
短短半天时间即有数万名参与者将自己的
个性海报上传至了活动官网，幸运的参与
者通过抽奖还赢得了心仪的礼物或奖品，
让代言活动人气更加高涨。

国字宋河，再获顶级荣誉

2017年年末，经国家文化部唯一授权备
案，中国诗酒文化协会在国内发起了“中华文

化名酒”评选，旨在发掘、传承、弘扬优秀的中
国酒文化，以及更好地宣传企业文化内涵，提
升产品文化含量，提高企业知名度和美誉度，
推动中国酒文化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活动
揭晓后，宋河酒业旗下的旗舰产品——国字
宋河，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品牌内涵，经过层
层筛选最终斩获“中华文化名酒”荣誉，这也
是目前豫酒中唯一的“中华文化名酒”。

在当天的启动仪式上，中国诗酒文化
协会秘书长郭丽华亲临现场，给“国字宋
河”颁发了“中华文化名酒”的烫金牌匾。
在发布授牌词时，郭丽华追溯了宋河的历
史文化，历数了李准、张爱萍、启功、魏巍、
李铎、费新我等文化界名人对宋河酒的高
度评价，并从现代宋河品牌文化建设等方
面阐述了中国诗酒文化协会对国字宋河的
评定依据——“宋河酒业在生产技术方面
是行业领先者，在酿酒设备、科技水平、原
酒储存量、窖池数量、国家级白酒评委数量
等方面均在河南位居第一。不仅如此，宋
河酒业还是河南白酒行业唯一同时获得质
量、食品安全、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认
证的企业，并被联合国环境规划基金会授
予‘杰出绿色健康食品’。在品牌文化建设
方面，宋河酒业有着可观的成绩——国家
金质奖章、中国名酒、中国驰名商标、中华
老字号等国家级荣誉数不胜数，在传承中
华文明、发扬中国酒文化等方面，尤其是在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
献。而今，国字宋河正在续写中国礼遇的
新篇章！综合以上事实，经专家组评定，国
字宋河酒被推荐为中华文化名酒”。

随后，宋河酒业总裁朱景升从郭丽华
手中接过了象征着底蕴与荣耀的“中华文
化名酒”荣誉证书。朱景升说，作为专注酿
造的宋河酒业，酿造出的每一滴酒都是对
品质的坚守，是对自然的感恩，是对文化的
敬仰。把以国字宋河为代表的河南酒文化
发扬光大，向顾客提供更有价值的高品质
产品，更好地回报社会各界对宋河酒业的
关心与厚爱，一直是宋河人努力的方向。

酒神动员，邀你今年来战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宋河酒业特
邀了 9位媒体撰稿人，对首届大赛的 9位

“民间酒神”撰写了个人小传，并在公司官
方微信平台进行了专题报道，他们的传奇
经历吸引了数万白酒消费者和爱好者的目
光，也让我们的民间品酒大赛赢得了更多
的关注。

会上，9位民间“酒神”其中的6位再次
受邀莅临现场，为第二届活动呐喊助威。
当他们身披绶带站在台上，喊出推动豫酒
振兴的最强音时，仿佛去年的荣光再次重

现，现场很快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去
年的二等奖得主刘霞在接受直播记者采访
时，还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并告诉计划
参与本届大奖赛的小伙伴们说，这个比赛
是一场非常公平公正的比赛，只要你喜欢，
你有能力，就尽管报名，20万元大奖奖金
就很有可能是你的！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也正如刘霞所
言，这也意味着大赛中的监督监管势必将
更加严格。会上，在大赛总裁判长——河
南省酒业协会总工程师赵书民的带领下，
宋河酒业总顾问朱云武、总工程师李绍亮
等国家级白酒评委组成的裁判队伍，向在
座领导、媒体、消费者代表进行了庄严的宣
誓，公开承诺在即将来临的大赛中，不管是
海选、初赛，还是复赛、总决赛，必定认真履
行职责，尊重参赛选手，文明执裁，做到公
平、公正、公开，以良好的道德风尚和专业
的职业素质，圆满完成裁判任务。

有了首届 9位酒神的亲身见证，你还
在犹豫什么？赶紧准备报名吧。

“国字宋河杯”河南省第二届民间品酒大奖赛正式启动

美女为豫酒代言

为“中华文化名酒”揭牌

裁判宣誓

首届民间品酒大赛“酒神”登台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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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宋河美酒 为豫酒代言
——“国字宋河杯”河南省第二届民间品酒大奖赛22日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