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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不服从公共绿地管理单位管理的商业、

服务摊点的处罚○行政处罚▲《城市绿化条例》
107●就树盖房，在绿地内或树木下搭灶生

火，倾倒有害物质的处罚○行政处罚▲《河南省
城市绿化实施办法》

108●损坏城市树木花草的处罚○行政处罚
▲《城市绿化条例》《河南省城市绿化实施办法》

109●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
刻画或者未经批准张挂、张贴宣传品等的处罚
○行政处罚▲《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河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110●不履行卫生责任区清扫保洁义务或
者不按规定清运、处理垃圾和粪便的处罚○行政
处罚▲《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111●运输液体、散装货物不作密封、包扎、
覆盖，造成泄漏、遗撒的处罚○行政处罚▲《城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河南省〈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112●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街道的临街建筑
物的阳台和窗外，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物品的处罚
○行政处罚▲《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河
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113●不按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倾倒垃
圾、粪便的处罚○行政处罚▲《城市市容和环境
卫生管理条例》《河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实施办法》

114●未经批准擅自饲养家畜家禽影响市
容和环境卫生的处罚○行政处罚▲《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河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115●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影响
市容的处罚○行政处罚▲《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河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实施办法》

116●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
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
市容的处罚○行政处罚▲《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河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实施办法》

117●未经批准擅自拆除环境卫生设施或者
未按批准的拆迁方案进行拆迁的处罚○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河南省〈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城市生活垃圾管
理办法》《河南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管理办法》

118●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
的建筑物或者设施的处罚○行政处罚▲《城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河南省〈城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119●损坏各类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
施的处罚○行政处罚▲《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河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实施办法》

120●不按规定及时清运、处理粪便的处罚
○行政处罚▲《河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实施办法》

121●在城市道路或人行道上从事各类作
业后，不清除杂物、渣土、污水淤泥的处罚○行政
处罚▲《河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实施办法》

122●在露天场所和垃圾收集容器内焚烧
树枝（叶）、垃圾或者其他物品的处罚○行政处
罚▲《河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实施办法》

123●牲畜或者宠物的携带者对牲畜或者
宠物的粪便不及时清除的处罚○行政处罚▲《河
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124●摊点的经营者随地丢弃垃圾的处罚
○行政处罚▲《河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实施办法》

125●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施未经验收或
者验收不合格投入使用的处罚○行政处罚▲《城
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河南省城市生活垃圾处
理管理办法》

126●未经批准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
清扫、收集、运输或者处置活动的处罚○行政处
罚▲《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河南省城市生活
垃圾处理管理办法》

127●处置单位未保持处置设施、设备正常
运行的处罚○行政处罚▲《河南省城市生活垃圾
处理管理办法》

128●未进行城市生活垃圾申报或者申报
不实的处罚○行政处罚▲《河南省城市生活垃圾
处理管理办法》

129●产生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缴纳
垃圾处置费的处罚○行政处罚▲《城市生活垃圾
管理办法》《河南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管理办法》

130●处置单位未按规定要求提交检测报
告的处罚○行政处罚▲《河南省城市生活垃圾处
理管理办法》

131●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置单位
未按规定建立台账或者城市生活垃圾处置单位
未报送处置报表的处罚○行政处罚▲《河南省城
市生活垃圾处理管理办法》

132●将分类收集的城市生活垃圾混合收
集、运输、处置的处罚○行政处罚▲《河南省城市
生活垃圾处理管理办法》

133●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和烟
头等废弃物的处罚○行政处罚▲《城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河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134●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处罚
○行政处罚▲《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135●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处罚
○行政处罚▲《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136●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的处
罚○行政处罚▲《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137●建筑垃圾储运消纳场受纳工业垃圾、
生活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的处罚○行政处罚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138●工程施工单位不及时清运施工过程中
产生的固体废物，造成环境污染的处罚○行政处
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139●施工单位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者
未经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单位处置的处罚
○行政处罚▲《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140●工程施工单位不按照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的规定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
进行利用或者处置的处罚○行政处罚▲《中华人
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141●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在运输建筑垃
圾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建筑垃圾的处罚○行政
处罚▲《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142●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
式非法转让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的处罚
○行政处罚▲《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143●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的处罚
○行政处罚▲《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144●处置超出核准范围的建筑垃圾的处
罚○行政处罚▲《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145●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抛撒或者
堆放建筑垃圾的处罚○行政处罚《城市建筑垃圾
管理规定》

146●将工业、医疗等行业产生的有害固体废
弃物混入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罚○行政处罚▲《河
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147●临街工地不设置护栏或者不作遮挡、
停工场地不及时整理并作必要覆盖或者竣工后
不及时清理和平整场地，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
处罚○行政处罚▲《河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148●不按规定的地点、方式冲洗车辆，造
成污水漫流、遗弃垃圾的处罚○行政处罚▲《河
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149●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
集、运输的企业，未经批准擅自停业、歇业的处罚
○行政处罚▲《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河南省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管理办法》

150●随意倾倒、抛撒堆放城市生活垃圾的
处罚○行政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151●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行政征
收▲《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河南省城市生活

垃圾处理管理办法》
152●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

输的企业清扫、收运城市生活垃圾后，未对生活
垃圾收集设施及时保洁、复位，清理作业场地，未
保持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和周边环境干净整洁的
处罚○行政处罚▲《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153●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
输的企业用于收集、运输城市生活垃圾的车辆、
船舶未做到密闭、完好和整洁的处罚○行政处罚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154●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
输的企业不履行按照环境卫生作业标准和作业
规范，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清扫、收运城市生活
垃圾等义务的处罚○行政处罚▲《城市生活垃圾
管理办法》

155●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
运输的企业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生活垃
圾的处罚○行政处罚▲《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156●伪造、变造、转让、出租、出借农药登
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证、农药经营许可证等许可
证明文件的处罚○行政处罚▲《农药管理条例》

157●生产、销售的肥料产品有效成分或含
量与登记批准内容不符的处罚○行政处罚▲《肥
料登记管理办法》

158●生产、经营假农药、劣质农药的处罚
○行政处罚▲《农药管理条例》

159●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
织销售含有的致命性寄生虫、微生物或者生物毒素
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农产品的处罚○行
政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160●未取得农药登记证，农药分装登记证
或擅自生产、经营农药的，或者生产、经营已撤销
登记的农药的处罚○行政处罚▲《农药管理条例》

161●生产、销售未取得登记证的肥料产品
的处罚○行政处罚▲《肥料登记管理办法》

162●转让肥料登记证或登记证号的处罚
○行政处罚▲《肥料登记管理办法》

163●假冒、伪造肥料登记证、登记证号的
处罚○行政处罚▲《肥料登记管理办法》

164●农药登记证有效期限届满未办理续
展登记，擅自继续生产该农药的处罚○行政处罚
▲《农药管理条例》

165●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
组织销售含有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或者其
他化学物质农产品的处罚○行政处罚▲《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166●不按照国家有关农药安全使用规定
使用农药的处罚○行政处罚▲《农药管理条例》

167●登记证有效期满未经批准续展登记
而继续生产该肥料产品的处罚○行政处罚▲《肥
料登记管理办法》

168●生产、销售包装上未附标签、标签残

缺不清或者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处罚○行政处
罚▲《肥料登记管理办法》

169●兽药经营许可○行政许可▲《兽药管
理条例》

170●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监督检查○行
政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171●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和强令劳动者进
行没有职业病防护措施作业的处罚○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作场所职
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

172●擅自拆除、停止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
或者应急救援设施的处罚○行政处罚▲《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
督管理规定》

173●用人单位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
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或者材料的处罚
○行政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

174●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安排职业病病
人、疑似职业病病人进行诊治的处罚○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用人单位职
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

175●食品经营许可○行政许可▲《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176●保健食品的监督检查○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国务院关于加
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保健
食品管理办法》

177●化妆品卫生监督检查○行政检查
▲《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实施细则》

178●乳制品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的监督管
理○行政检查▲《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179●对从事市场经营服务过程中，收取
固定设施有偿使用费和综合服务费○其他职
权▲《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市场发展
服务中心有关收费问题的通知》（豫发改收费
〔2010〕534号）

180●无导游证进行导游活动的处罚○行
政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导游人员管
理条例》

181●旅行社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的
处罚○行政处罚▲《旅行社条例》

182●旅游区（点）未设置地域界限、服务设施
和游览导向等标志；对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区域或者
项目，未设立明显的提示或者警示标志，并采取必要
防护措施的处罚○行政处罚▲《河南省旅游条例》

183●旅游区（点）未根据旅游安全、环境保
护、文物保护以及服务质量的要求，实行游客时
段流量控制；达到或者接近游客时段流量控制标
准时，旅游区（点）经营者未及时进行疏导，采取
分时进入或者限制进入等措施的处罚○行政处
罚▲《河南省旅游条例》

184●受理、处理旅游服务质量投诉○其他
职权▲《河南省旅游条例》《旅游投诉处理办法》

185●商品房预售许可○行政许可▲《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商品房预
售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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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年底酒祖杜康小封坛上市启动仪式 高端豫酒典范——酒祖杜康小封坛

戊戌之际，九九重阳，传世佳酿，

封藏荣光！

10 月 17 日（农历九月九日），

2018戊戌年酒祖杜康·封坛大典在

古都洛阳举行。整个大典以盛世封

坛、敬拜酒祖和开坛发布为主体，旨

在敬颂酒祖，弘扬中华4000多年的

酒道文化。封坛仪式上，隆重登场的

2013版酒祖杜康小封坛，再次斩获

无数关注的目光。

那么，这款被誉为“时间之醉”

“高端豫酒典范”的美酒是如何诞生

的呢？

□本报记者 申明贵

创新封坛，首开豫酒先河

据业内人士介绍，这已经不是洛阳杜康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杜康控股）第一次举办封
坛大典了。早在2012年 11月 18日，杜康控股
就在汝阳生产基地举行了“华夏酒祖 名仕封
坛”2012壬辰年酒祖杜康·名仕封坛大典，作
为豫酒第一次推出的封坛活动，在业内引起了
高度关注。

当年，中国酒类流通协会会长王新国，中
国诗酒文化协会会长蒋秋霞，中国著名酿酒大
师梁邦昌、赖登燡，中国戏剧影视研究院副院
长侯耀华，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
颐武、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国内影视演员陈
建斌等，与来自五湖四海的上千位核心经销
商、高端客户，共同见证了白酒行业的这场盛
事。

首批酒祖杜康·名仕封坛原浆酒，选用窖
藏多年的优质原酒，经国家级调酒大师精心
勾调，分为 50 斤、100 斤、200 斤三种规格。
客户封坛装酒后，将其储藏在杜康酒厂的地
下酒窖——华夏第一窖，由酒厂专业技术人员
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对其进行养护。此后，无
论是大典庆祝、宴请贵宾还是馈赠亲友，只需
提前告知封坛定制中心，就可分次取用。

2012年的封坛仪式上，特别推出 18个用
褐色陶坛盛装、每坛 100斤的酒祖杜康·名仕
封坛原浆酒，坛身由中国书法协会主席张海亲
笔题写《短歌行》，引起了出席封坛活动的建业
地产集团董事长胡葆森、百瑞信托董事长马宝
军、河南正弘置业董事长李向清、好想你枣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石聚彬等 18位重量级嘉
宾的青睐，他们当场签署认购协议、写下姓名、
贴上封条、设好密码、领取收藏证书，专属于他
们的 18个百斤酒坛，随后被安放至酒祖杜康
在中原酒业中率先开创的白酒私人酒窖里。
同日下午举行的封坛酒拍卖捐赠仪式上，“天
字第一坛”酒更是拍得 38万元高价，再次开创
了豫酒行业先河。

杜康首届封坛活动，拉开了豫酒乃至全国
白酒界封坛活动的序幕，洋河还专门派人到杜
康交流学习，随后省内外众多白酒品牌纷纷跟
进，乃至于白酒封坛在今天已经成为全国白酒
界的一股热潮。

2012年、2013年、2014年，趁着这股热潮
杜康控股又一连进行了三场声势浩大的封坛
活动。如今，走进有“华夏第一窖”之称的杜康

地下酒窖，里面藏满了贴着各式封条的封坛
酒，在时光的浸润之下，这些精品原酒日渐醇
化、老熟、生香，升华为稀世佳酿。

封坛上市，开启五年佳酿

2017年 12月 16日，历经 5年时光雕刻的
2012年首批封坛酒揭开了神秘面纱——在第
13届大河财富中国论坛中原发布暨杜康2017
价值新品发布会上，首批走上市场供广大消费
者品饮的封坛酒——酒祖杜康小封坛在郑州
举行了盛大的上市仪式。

莅临上市活动现场的两位著名白酒大
师——赖登燡、程宏连，对首批“酒祖杜康小封
坛”进行了专家鉴定，并且给出了“无色清亮透
明，窖香优雅，成香迷人，绵柔干韧，自然协调，
余味爽净，具有本品独特风格，适口性好，属于
高端浓香型白酒的品质”的高度评价。

随后，杜康销售公司市场部总监崔俊伟借
助现场大屏幕，以PPT的形式对新产品进行了
详细介绍。他说，酒之精妙在于藏，其一在于
地点，其二在于容器。为此，杜康专门修建了
全省最大的地下酒窖，并用陶坛作为容器，让
封坛酒越陈越香。今天发布的“酒祖杜康小封
坛”，采用500毫升装，分为46度和 52度两种，
均为 2012 年首批封坛酒，在杜康“华夏第一

窖”历经了5年时光的洗礼和雕琢，以此确保5
年的封坛品质。上市前，经国家级白酒大师张
献敏上百次调试，并用出自景德镇的优质瓷坛
进行灌装，最终成就了这款杜康控股的诚意之
作、高端豫酒的典范产品。崔俊伟称，依次类
推，2018 年上市的酒祖杜康小封坛，将采用
2013年的封坛酒，2019年则将采用2014年的
封坛酒。

所以说，这是一款经历了时间和品质沉淀的
好酒，它的面市开启了杜康高端酒品的新篇章。

价值凸显，专家高度点赞

近几年来，经过深度调整，白酒行业市场
复苏迹象明显。随着飞天茅台“一瓶难求”的
市场需求，高端白酒产品陆续涌现出来，但也
对品质和品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杜康作为
中国名酒河南品牌，具有不可代替的文化内
涵，历史文化地位赋予杜康高端白酒的品牌基
因，“小封坛”的上市对于杜康品牌价值的塑造
与提升，以及抢占高端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自 2017年年底上市以来，小封坛站位高
端豫酒市场，依靠主打300元—800元价格带，
高端、次高端豫酒市场上逐渐站稳了脚跟，并
且赢得了无数荣誉，一举重塑了酒祖杜康品牌
形象，推动酒祖杜康品牌价值回归，被誉为“高

端豫酒品质典范”，并且圈粉无数。
那么，其“高端豫酒品质典范”的价值支撑

何在呢？众所周知，杜康酒是选用当地优质玄
武古泉水，采用桑泥古窖、古法酿制而成。本
就有着绝佳品质的美酒，再经历至少 5年的时
间沉淀，经过玄武岩地下酒窖这所“黄埔军校”
的淬炼，经过老陶的自然熟化，5年蛰伏，一朝
芳华，终成一流品质和口感，这为小封坛“高端
豫酒典范”的定位提供了有力的价值支撑。

酒祖杜康小封坛的上市，反映出的是杜康
在高端白酒领域的坚守和对品质的不懈追求，
这也契合了杜康控股更加明确地注重精细化
市场、聚焦战略性产品的未来发展战略。正如
杜康控股总经理王鹏所说，紧紧围绕省政府提
出的振兴豫酒的宏伟目标，杜康积极落实关于
豫酒转型发展的计划，不急不躁，用匠心在酿
造每一瓶酒，杜康人有信心、有能力、有耐心在
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进，不断创新、不断前进。

正基于此，著名白酒大师赖登燡初见小封
坛酒即推崇有加，经亲口品鉴后果断给出了

“高端浓香型白酒品质”的高度评价，从而为小
封坛提供了有力的口碑价值支撑。

此次 2018戊戌年酒祖杜康·封坛大典上，
梁邦昌、赖登燡、赵书民三位专家在通过对首
批开坛的 2013版酒祖杜康小封坛酒进行品鉴
后，仍然给出了高度评价。正如梁邦昌宣布的
专家品鉴结果所言：无色透明，窖香优雅，陈香
怡人，柔和丰满，绵甜顺滑，自然协调，爽净悠
长，具有黄淮地区高端浓香白酒典型风格，达
到了开坛销售的质量品质。

对此，中国副食品流通协会会长何继红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酒祖杜康小封坛是对白酒中
高端市场机会的把握，是对杜康品牌的重塑与
提升，杜康应抓住这个机遇做好品牌建设，在
豫酒转型发展的道路上，永争第一。

“盛世封坛 匠心杜康”系列解读之一

五年地窖坛藏 成就传世佳酿

2018戊戌年酒祖杜康封坛大典活动现场

杜康控股总经理王鹏祭拜酒祖

（注：●赋权事项○权限类型▲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