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新闻│062018年8月23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郭北晨 美编 单莉伟

●● ●● ●●

得分前三名的县（市）依次是

柘城县 巩义市 沁阳市

得分前三名的省辖市依次是

郑州市 许昌市 南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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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世佳叁陆伍商贸有限公司
安阳市殷都区安钢金航商贸
河南世嘉酒业有限公司
河南喜洋洋（酒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金潭玉液酒业有限公司
南阳睿智酒业有限公司
河南景隆商贸有限公司
洛阳紫品轩商贸有限公司
洛阳图晨商贸有限公司
濮阳市曙光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洛阳王城糖酒有限公司
驻马店双赢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鸿通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国威酒业有限公司

河南茅酱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南阳市超然怡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郑州海福星酒业有限公司
漯河市昱亨商贸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万福源商贸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劲博源商贸有限公司
濮阳市诚诚商贸有限公司
开封市吸引力商贸有限公司
桐柏县城郊三源酒业
郑州弘康酒业有限公司
河南酒真便利管理有限公司
周口华富酒业有限公司
濮阳华诚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盛世裕丰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省彰德府酒业有限公司
琴台酒肆平顶山运营中心
濮阳市日昇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和之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道仓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金装贸易有限公司
郑州酒港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尊贵酒业有限公司
河南三睿酒业商贸有限公司
江丰商贸
许昌市中业商贸有限公司
许昌魏都双平烟酒店
郑州博大鑫道酒类销售有限公司

王 锋
王小伟
冯红漫
赵建华
巴明礼
庞新春
刘光辉
孙红团
穆素芳
都学民
杨丽霞
高雪峰
程相铁
刘 林

陈全战
周 敏
崔俊鹏
万 敏
李国富
李素华
冯改霞
张莉敏
徐新磊
王 伟
王天陆
刘尔松
王自明
周 斌

文永强
刘岳辉
胡衍军
刘志峰
朱飞跃
刘雪梅
李洪延
姚元学
宋智祥
马宏民
张杰峰
郜宪平
樊玉华

以“聚力新时代，开创新未
来”为主题的 2018 第 22届中国
（郑州）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将
于 8月 24 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盛大开幕，会期三天。本届糖
酒会规划展览面积 3.5 万平方
米，设有综合酒类展区、食品饮
料展区、国际葡萄酒展区三大主
题展区，设各类展位折合国际标
准展位 1650 个。届时，将有国
内外近千家企业及 10余万专业
观众共同参会。

品牌聚焦
无数美酒齐发力

目前行业整体回暖，逐渐步
入发展新轨道的白酒企业，都希
望借参加第 22届郑州国际糖酒
会的契机，进一步加大宣传力
度、扩大招商范围。而且当前，
酒类品牌聚焦和品牌驱动逐渐
成为酒企发展的新路径，新品和
超级大单品更是层出不穷。

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古
井、剑南春、国台、金酱、怀庄酱
司令、茅台白金酒、国威酒、金沙
回沙、乾隆江南、汾阳王、北京二
锅头、浏阳河、双沟、刘伶醉、椰
岛海王酒、国之骄子、伊力特、满
洲、蒙山全蝎酒、酒尺巷，以及仰
韶、张弓、古温酒厂、皇沟、新东
坡、朗陵罐等众多豫酒，和来自
法国、西班牙、智利及澳洲、美洲
的众多优质高端进口葡萄酒、洋
酒等国内外数百家酒企和酒类
品牌将惊艳亮相本届展会。

琳琅满目
新品爆品全面来袭

随着消费需求多样化、食品
品类多元化，千亿食品品类格局
的逐渐形成，想要抢占市场份
额，就必须创新升级产品品质、
精准定位目标市场、大力开拓产
品渠道，而郑州国际糖酒会作为
影响力大、规格高、效果好的大
型专业糖酒食品交易平台，品类
齐全，商机无限。

据了解，本届郑州国际糖酒

会参展商品属历届展会展品较
为丰富的一次，集齐食品市场新
品和爆品。休闲食品、烘焙食
品、牛奶制品、肉制品、保健食
品、养生食品、调味食品应有尽
有，瓜子、花生、坚果、面包、阿
胶、糕点、卤制品、海苔、香菇脆
等高颜值休闲食品更是琳琅满
目。民以食为天，以克明面业、
盛鑫油脂、磨王粮油等领衔，关
乎国计民生的传统食品行业，也
顺应时代发展，不断推陈出新。

独具匠心
健康类饮品热度不减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和消费水
平提高，理性消费、健康类饮品更
受消费者青睐，被厂商看重。以
承德露露、汇源、同福、维维、永
和、王老吉为主导的各类功能饮
料、植物蛋白饮料、牛奶饮料、果
蔬饮料、矿泉水等饮品依旧热度
不减。健胃养脾的山楂复合果汁
饮料、酸爽养生的美味醋饮、原汁
原味的新鲜生榨椰子汁、酸甜可
口的纯正健康柠檬饮品、清热降
火的正宗酸梅汤、营养美味又休
闲减压的榛子乳更是独具匠心，
会让与会者目不暇接。

金牛大奖
颁奖盛典将惊艳上映

中原酒业金牛奖评选组委
会根据 2018中原酒业金牛奖评
选办法，最终共评选出杰出品牌
3 个，优秀品牌 27 个，杰出企业
10家，杰出酒商 41人，杰出人物
13人，卓越人物 4人。8月 24日
16:00-20:00，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轩辕堂，2018中原酒业金牛奖
颁奖盛典，敬请期待！

中原酒业金牛奖评选作为
郑州国际糖酒会连续办展 12年
来首次大规模的评选表彰活动，
只是开启新征程的一个良好开
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郑州
国际糖酒会必将携手行业大咖，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共谱中原
酒业新篇章。 （辛莉）

第22届郑州国际糖酒会明日开幕

金牛奖·杰出人物获奖名单
范敬昌
卫 凯
孟 艳
马相吉
裴全洲
汪洪彬
高全友
万 军
黄 蔺
柳向阳
罗华恩
李 莉
徐超峰

安阳市糖酒商会秘书长
河南仰韶营销有限公司总经理
河南省张弓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濮阳市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书记、总经理
南阳黄酒研究所所长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金酱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河南皇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河南世嘉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宜宾五粮特头曲品牌营销有限公司大区经理
洛阳杜康控股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
江苏国立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河南豫副酒源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河南开元国际经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牛奖·杰出品牌

仰韶彩陶坊·地利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8
金沙回沙·藏10

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金沙酒业集团

司马懿酒
无言古温液酒
怀庄酒·封坛老窖
宋河·国字六号
宋河·国字九号
酒祖杜康·12窖
酒祖杜康·小封坛
张弓大汉国运酒
茅台王子酒
五粮液·五粮特曲
豫坡老基酒·天之基
汉华粮液·汉华天香
国之娇子·国韵12
盘古汾酒
朗凌罐·荣华富贵酒
皇沟御酒·复合香
郑州五粮一号酒
国台酒·国标
金酱酒·金典
乾隆江南·绵柔一号
剑南迎宾酒
东坡荞麦酒·挑江山
蒙山全蝎酒
剑池·冬酿花雕酒
汾阳王·御清12年
颂澜山（SONSIERRA）
搏颂（BORSAO）

河南古温酒厂
河南古温酒厂
贵州怀庄酒业集团
河南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司
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司
河南省张弓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茅台股份
宜宾五粮液股份
河南豫坡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汉华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国之娇子酒业有限公司
河南世嘉酒业有限公司
河南朗凌罐酒有限公司
河南皇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宴酒坊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国台酒有限公司
茅台镇金酱酒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乾隆江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剑南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东坡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蒙山酿酒有限公司
德清县浙北麒麟蚁酒厂
山西汾阳王酒业有限公司
郑州欧亚春酒业有限公司
郑州酒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金牛奖·优秀品牌

金牛奖·杰出企业获奖名单

河南省副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司
河南亿佳实业有限公司

贵州金沙窖酒酒业有限公司
江苏乾隆江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皇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汾阳王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怀庄酒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8中原酒业金牛奖评选结果

金牛奖·杰出酒商获奖名单

金牛奖·卓越人物获奖名单

陈启龙
贵 州 怀 庄 酒 业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

蒋辉
河南省酒业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侯建光
河 南 仰 韶 酒 业
有 限 公 司 党 委
书记、董事长

朱景升
河南省宋河酒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党委书记、总裁

“牛”转乾坤 荣耀中原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8月 22日，《2017年河南省县、市
级政府网上政务公开评估报告》公布。郑州市、柘城县分列
市、县第一位。

政务公开是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从
2008 年起，我省各
级政府开展政务公
开 工 作 已 经 整 10
年。通过对县、市
级政府门户网站的
政务公开综合质量
进行量化评估，2017年，我省 106个县（市）政府门户网站政
务公开的平均得分为 63.3分，首次突破及格线。其中，得分
前三名的县（市）依次是柘城县、巩义市、沁阳市。全省 18个
省辖市政府门户网站政务公开平均得分为 80.2 分，得分前
三名的是郑州市、许昌市、南阳市。

通过对评估结果进行分析，报告认为，政务公开还存在的
突出问题有：政务公开缺乏统一规范和标准，公开深度有待加
强，政民互动渠道少且不畅通，政务公开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
发挥。从公开内容看，在县级政府网上政务公开中，三公经费
得分率最低。政务公开的及时性和详细性较差。省辖市政府
网上政务公开中，三公经费、征地拆迁、教育公开和行政收费
等与民众日常权益密切的事项得分率偏低。

报告指出，要将推进政务公开和转变地方政府的工作作
风、强化地方政府的服务功能、提升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优
化地方治理体系融合起来。要加强全省各级政府网上政务公
开的标准化建设，推进各级政府网上政务公开的深入发展，以
政务公开推进政务数据融合。同时，在“互联网+”的新时代
背景下，积极尝试政务“微公开”。③4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8月 21日，郑州市政府举行新闻
发布会宣布，第十二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将于 10月
19日举行，届时中外武林高手将齐聚嵩山脚下比试武艺。

据介绍，历时 5天的本届武术节首次将包括武术竞赛等
在内的所有整体活动安排在登封市举行，共有群众文体活动
展演、开幕式暨群众武术展演、武术竞赛、武术段位培训及考
评和闭幕式等五项活动。与往届相比，本届武术节将呈现四
大亮点：开创实景开幕式先河，打造大气磅礴的“武术走廊”，
文体活动精彩纷呈，让群众共享武术盛宴。为了突出少林特
色，武术节还专门增加了少林武术项目，包括少林拳术、枪术、
棍术以及少林罗汉拳、七星拳、通臂拳、黑虎拳等少林功夫。

另据透露，截至目前，已有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个
境外武术团队明确表示参加本届武术节。③8

□本报记者 陈学桦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8月 17日下午，在焦作市马村区丽
景社区服务中心四楼，优美的合唱歌声袅
袅传来。推开门，一群穿着墨绿色裙子的
女子整齐站成两排，正在深情吟唱《关雎》，
歌绵绵，情切切。

这个唱《诗经》的女子合唱团已经成立
22年了。“我们马村区群众文化基础好，全
区有几十支合唱队，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合
唱比赛。1996年，30多名乡村中小学、幼
儿园女教师和音乐爱好者组成了马村女子
爱乐合唱团。”团长陈燕青介绍。

陈燕青和合唱团的姐妹们不曾想到，
她们会和著名音乐人刘森结下不解之缘，
并以无伴奏四声部合唱的独特艺术形式传
承中国文化经典。

1996年，《东周列国》在焦作影视城拍
摄。任《东周列国》音乐总监的刘森希望找
到能够唱出先秦韵律的歌者，机缘巧合，马
村女子爱乐合唱团进入刘森的视线。

在刘森的悉心指导下，马村女子爱乐
合唱团首唱了由10位知名作曲家为《诗经》
谱写的 10多首曲目。1998年 10月，在纪
念沈湘教授逝世5周年音乐会上，当作曲家
瞿希贤听到自己作曲的《诗经》篇目被这群

可爱的姑娘吟唱时，感动得热泪盈眶，盛赞
她们“质朴清新，像田园里的一股清风”。

马村女子爱乐合唱团开始在各种活动
中崭露头角。2008年，第十三届中央电视
台青年歌手大奖赛上，马村女子爱乐合唱

团演唱的《采薇》获优秀奖。但后来因为种
种原因，合唱团一度陷入沉寂。

2017 年 4 月，马村区提出党建“七大
工程”战略，文化工程位列其中。在对全区
文化资源进行盘点之后，马村区决定重启

女子合唱团，再次唱响经典古韵，重铸文化
品牌。

女子合唱团成员欢欣鼓舞。52岁的
郭风利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得一晚上没睡
着觉，“我要跟着合唱团唱到八十岁。”

80岁高龄的刘森专程从北京赶来，利
用 10天时间指导合唱团重温经典。“我想
培养这些基层音乐教师，让她们教孩子们
唱《诗经》，把传统文化的种子撒播在中小
学校园里，让中国传统文化在孩子们心中
开花结果。”

如今在马村区的中小学和幼儿园，传
唱《诗经》和弘扬传统文化已经蔚然成风。

马村区学前中心幼儿园的“六一”节目
有了《诗经》和古诗词改编的歌曲；焦作六
中的音乐课，前 20分钟讲课本，后 20分钟
演唱《诗经》；待王学校组织开展社团活动，
让孩子们在趣味活动中品味文化经典；马
村区实验学校“经典诵读读书日”已经成了

“读书节”，小学部校长王晓敏说希望“读书
节”带动孩子们一生读经典……

“我们要将女子爱乐合唱团打造成马
村区的文化名片，增强马村人的文化自
信，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文化力量。”马村
区区长黄腾说，下一步，传唱《诗经》还要
进企业、进社区，让传统文化在马村落地
生根。③5

□本报记者 张建新

宽敞明亮的客厅里，空调正“呼呼”冒
着冷气；空调旁的电视柜上，摆放着一台
55英寸智能电视……8月 22日，走进宝丰
县大营镇上李庄村村民郭伟涛的家中，一
股现代家庭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个昔日的
贫困户已顺利脱贫，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

“冒尖户”。
“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

的！”回忆起自己的脱贫历程，郭伟涛感慨
地说。

上李庄村是省级贫困村，村民大部分
都是贫困户，其中以郭伟涛家情况最为特
殊：父亲患气管炎20多年，常年吃药；母亲
身体有残疾，基本失去劳动能力。郭伟涛
结婚时，连身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穷不
怕，只要好好干，就一定有出头的日子！”病
床上的父亲拉着他的手说。

郭伟涛和妻子牢记着父亲的话。他们
先后卖过煤球、拉过石头、搞过生猪养殖。

“都是些苦活儿。”郭伟涛回忆说。尤其是
跑运输拉石头时，冬天，石料场开门晚，但
他和妻子凌晨四五点就要去排队，去晚了，
当天可能就拉不到了。“支撑不下去时，我
常对自己说，只有肯吃苦，才能不吃苦；现
在不愿吃苦，就得一辈子吃苦。”

靠着这股韧劲儿和拼劲儿，几年之后，
郭伟涛家里有了一些积蓄。2011年开始，
猪肉价格连续下跌，很多养殖场纷纷关门，
郭伟涛的养殖场也赔了不少钱。但他却认
为，价格大跌之后一定会大涨。2014年，
他在村外一块废弃地上建起了新猪舍，进
一步扩大养殖规模。为了节省成本，他们

舍不得雇人，偌大一个养猪场，全靠夫妻俩
照料，每天忙得像个陀螺。

郭伟涛的判断不错，2015 年，猪肉价
格开始一路上扬。当年，他们出栏生猪
300多头，收入 20多万元，一举实现了脱
贫。“赚了钱，我主动申请退出贫困户，咱是
党员，要带好头！”郭伟涛说。

现在，郭伟涛开养殖场平均每年的收
入在10万元以上。家里盖了新房子，买了
车，各种现代化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去年，
夫妻俩还花 1000 多块钱，去补拍了婚纱
照。“现在，苦日子过去了，咱也要学会享受
生活。”郭伟涛笑着说。③4

焦作马村女子爱乐合唱团传唱《诗经》22年

风雅颂里唱出文化自信

“只有肯吃苦，才能不吃苦”

我省政府网上政务公开
成绩单出炉

第十二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10月举行

中外武林高手嵩山比武

马村女子爱乐合唱团参加笛子演奏家王振世界巡回演出郑州站的演出。②43 岳玮 摄

河南故事
脱贫攻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