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4日，我省白酒业首个转型发展高端人才培训班
在江南大学顺利结业，来自省内赊店、仰韶、宋河、五谷春、
杜康、寿酒、皇沟、宝丰、贾湖酒业等豫酒骨干企业的高管
们，参加了为期4天的培训。

在 11月 1日的开班仪式上，江南大学副校长徐岩代表
校方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刘满仓在致辞时首先分析了豫酒当前面临的
人才瓶颈，介绍了举办培训班的意义，同时要求全体培训人
员，要珍惜机会、遵守纪律、潜心学习、勤学多问，真正沉下
心来，带着问题学，专心专注学，确保学有所获，研学有果。

随后培训班正式开课，来自中国酒业协会的嘉宾，江南
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商学院的专家学者以及洋河酒厂股份
有限公司、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高管，围绕中国白酒
产业发展趋势、固态白酒酿造技术研究、白酒口感与味觉成
分研究、企业家素质提升、浓香型白酒传统工艺精髓分析、
酒道文化、智能化酿造等内容，对来自豫酒骨干企业的学员
们进行了集中授课，让大家收获满满、感触颇深。

赊店老酒总经理李刚接受采访时表示，企业创新发展，
人才问题是关键，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举
办高端人才培训班，为企业高管做专题培训，非常及时且有
意义，虽然只有短短四天，但相信会对酒企今后的发展产生
积极推动作用。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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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礼遇中国五十年——宋河酒
业建厂五十周年庆典暨 2018 封坛大典”
在鹿邑县宋河酒业生产园区举行。

庆典上，宋河建厂五十年来的第一款
封坛原酒被公开拍卖。其中一坛由著名
白酒专家梁邦昌、宋河酒业董事长朱文臣
共同签名的“中国礼坛——30年宋河封坛
原酒”，被周口市的孟先生以 330万元的
高价抢先拍得，刷新了豫酒价值新高。

随后，首批宋河封坛原酒正式走上市
场接受认购，经销商、供应商们踊跃封坛，
让主持人应接不暇。“如此佳酿，并且还是
在宋河酒业50岁生日时封坛，当然要有大

事时才能启封。”一位封藏了 300斤原酒
的女士说。 （利艳）

宋河酒业封坛原酒公开拍卖创新高
11月 4日，“党建光芒·点亮希望”渑池

县仰韶彩陶坊百名学子助学活动在该县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举行。

会上，仰韶酒业向 100名贫困学子现
场发放了助学金。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
玉亮，渑池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晓红，
仰韶酒业党委副书记、营销公司总经理卫
凯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1000多人见证了
活动。

作为主办方代表，卫凯在致辞中表达
了仰韶酒业对公益文化的理解：中华文化
的所有尊严和骄傲，更多体现在“善”与

“爱”上，而最美丽与动人的部分，也恰在于

此。仰韶，是中华文明的源头。2500多年
前，曾任周朝守藏史的李耳，也就是我们常
说的“老子”，在西出函谷关时路经渑池写
下了千古名篇《道德经》，其中曾留下一句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名言，这
句话构成了中华民族公益美德最核心的价
值体系。

相声名家李金斗、石富宽，著名相声表
演艺术家刘捷、郑健、付强，豫剧表演艺术
家虎美玲，青年歌唱家郭晶晶等明星受邀
莅临现场献声献唱，助力公益盛典，并为仰
韶人的爱心点赞。

（黎明）

仰韶酒业在渑池举行公益助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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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业资讯

豫酒振兴 人才先行
——省白酒业转型发展高端人才培训班开班

仰韶酒业与江南大学达成战略合作
日前，仰韶酒业与江南大学在无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本次签约的目的，旨在通过对仰韶特定地域、自然

环境、酿造设备、酿造工艺及发酵微生物菌系等进行研究，
探讨其形成机理，从微生态及风味角度分析陶香型白酒的
成因，深入挖掘陶香型酿造工艺的核心价值，为品牌价值提
升及产品推广提供科学支持。据悉，这将有助于带动更多
的行业人士去全面、深入地认识和了解陶香型白酒，全力助
推彩陶坊和陶香型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 （张萌）

皇沟出彩商丘市酒类郑州专题对接会
11月 1日，由商丘市人民政府主办，商丘市工业和信息

化委员会承办的“豫酒振兴 商丘在行动”商丘市特色食品
产业（酒类）专题对接会在郑州举行，皇沟酒业受邀参会。

会上，皇沟酒业副总经理兼营销中心总经理李元军从馥
合香的由来、营销模式、未来规划等方面作了详细介绍。在现
场的品牌展区，公司还请来名厨制作了精美小菜、水果拼盘，使
到来的嘉宾在享受美酒的同时也能吃到美食，吸引了大批客商
前来品尝，也赢得了与会嘉宾们的一致好评。 （王栓）

古井贡酒“双11”狂欢节即将开幕
“双 11”即将来临，古井贡酒在天猫旗舰店上已经做好

各种准备，静待大家“双11”期间登录天猫开启狂欢之旅。
据悉，为把最好的购物体验带给消费者，公司精心策划

了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即日起，进入古井贡酒天猫旗舰
店购买预收款商品，并在“双11”当天支付尾款，那么你将有
机会获得超级福利——免单！另外，“双 11”前购买预售款
产品参与活动，支付定金即有机会获得翻倍奖励；订单满一
定金额，还能获赠多样好礼！ （淋麟）

□本报记者 申明贵

记者：在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下，全

省白酒业转型升级工作推进已经一年多

了。作为豫酒“五朵金花”之一、洛阳杜康控

股有限公司掌门人，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王鹏:自省政府将白酒业列入省里重
点支持的产业项目之一后，豫酒的发展受
到各级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
鼎力支持，这些都是杜康复兴的强劲动力！

丰羽翼以舞长空，积跬步以至千里。
豫酒品牌不缺乏底蕴和文化，现在，我们在
品质的道路上愈走愈坚实，并将继续坚持
夯实基础、加大原酒储存、升级品质。我相
信，假以时日，有些事情积累到一定程度自
然会发光发热，曾经风光无限的杜康迎来
了再铸辉煌的重要机遇。振兴豫酒，复兴
杜康，是我们这一代杜康人的光荣使命和
责任。

记者：在过去的一年里，洛阳杜康控股

务实发展有目共睹，请您谈谈企业在生产

和销售上都有哪些发展亮点？

王鹏:在过去的一年，杜康人牢记“以最
高品质的美酒，弘扬‘豫’之文化，传承杜康
传奇”的品牌使命，用工匠精神酿好酒，在生
产、销售、品牌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

生产方面：杜康控股重组以来，公司已

持续投入 30 多亿元，恢复及新建近 6000
个窖池。酒的酿造重要，储存同样重要。
几年来公司又陆续完成了 4个不锈钢罐群
建设，新增原酒储存能力 6万余吨，原酒储
存能力达到 8万吨。持续提升杜康原酒酿
造能力和储酒能力，确保酒祖杜康小封坛
原酒的储存年限达 5年以上，同时坚持将
酒祖系列成品酒装瓶后必须存放 9个月以
上方可进入市场。

杜康牢牢树立质量这一生命线，倡导
和践行“一生酿好一坛酒”的企业文化，秉
持匠心经营之道，提高产品品质和质量稳
定性，持续推动酿酒工艺技术的更新、改善
与提高。进一步深化与江南大学等高校、
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力争3-5年内挖掘、
固化杜康特有的酒体基因，提高杜康识别
度。规划投资引进先进的新设备、新工艺、
新技术，逐步提高生产自动化、智能化水
平，进一步稳定产品品质。

目前杜康的库存原酒接近 15 万吨。
我们的地下酒窖二期工程也即将开工，以
后各位再到杜康参观，将会乘坐观光小火
车游览地下酒窖，近距离见证杜康美酒的
品质。这一切都为杜康的再次腾飞打下了
坚实基础。

销售方面：杜康以聚焦真正代表杜康
特有风格和最高品质的酒祖杜康小封坛为
核心的营销策略，创新营销模式，联手智业
机构，攻坚本土市场，为振兴豫酒做好榜
样。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杜康实施“聚
焦酒祖杜康和聚焦核心市场”的双聚焦发
展战略，对酒祖杜康小封坛和酒祖杜康分
区窖藏进行差异化运作。在双聚焦战略的
指引下，我们将酒祖杜康小封坛定位于高
端豫酒典范，作为一款具有河南元素的标
杆性白酒产品进行高端化布局，一上市就
收获了无数爱酒人士的好评。可以说，小
封坛等产品集中体现了杜康人传承弘扬中
国酒文化的决心，体现了杜康人为“复兴杜
康，为国争光”的信心！

在市场建设层面上，通过市场裂变创

新营销模式，实现郑州、洛阳核心市场区域
深耕、稳扎稳打。在洛阳市场“平台商模
式”探水破冰、逐步稳定的前提下，对郑州
市场启动了“厂商一体化”渠道深度运营体
系改革，联合郑州政大贸易有限公司共同
成立了“酒祖杜康郑州营销中心”，初步实
现了对“人、财、物”的深度聚合；对终端网
点的深度掌控；对消费用户的深度服务，这
为郑州成为省内市场制高点奠定了强大的
市场基础。

记者：《省白酒业转型发展行动计划

（2017—2020）》中 明 确 提 出“ 优 化 产 品 结

构 聚焦发展中高端大单品”的战略要求，

2012 版酒祖杜康小封坛自去年年底上市以

来，因其恪守五年地窖坛藏的产品理念、出

众的酒品、创新的产品包装，备受消费者喜

爱，也成了豫酒的经典产品代表，更是公司

打造的核心主导产品。10 月 17 日，在酒祖

杜康封坛大典上，又推出了 2013 版酒祖杜

康小封坛酒，同样备受关注。请问下一步

对于打造酒祖杜康小封坛大单品是如何考

虑的？

王鹏:为深度挖掘杜康的品牌资产与
华夏第一酒窖的核心优势，在 2017 年 12
月 16日的第十三届大河财富论坛上，面向
河南高端白酒消费群体推出了历经 5年地
窖坛藏的价值新品——酒祖杜康小封坛，
致力于打造高端豫酒典范，助推豫酒振兴
和转型升级。

酒祖杜康小封坛突破了传统的大招
商、大传播、大流通方式，建立了根据地市
场由厂家直控核心终端，实现区域深耕的
模式。通过对优质中高端名烟名酒店选择
性覆盖，强化对核心终端的掌控力度，并与

省副食、中州烟酒等核心客户建立了深度
合作关系。未来，将持续强化小封坛作为
杜康核心战略产品的主导地位，坚定不移
地将小封坛作为大单品持续打造，助推杜
康复兴，豫酒振兴。

记者：近年来，洛阳杜康控股积极开展

公益活动营销，近期策划的“让河南人为河

南而骄傲”酒祖杜康小封坛公益话题，引起

广泛关注。请谈一下策划这个活动的初衷？

王鹏：作为一个有温度的白酒知名品
牌，杜康始终以“责任杜康”为理念，以“社
会公益”为责任，恪守着民族企业的一份担
当，长期活跃在公益的最前沿。

作为华夏酿酒始祖，豫酒名片，杜康有
责任、有义务为中原崛起、河南振兴作出积
极贡献。为此，杜康致力弘扬“豫”之文化，
展现改革开放以来河南取得的巨大成绩，
提升一亿河南人的自信心和荣誉感，同时，
强化杜康作为豫酒代表的品牌属性，策划
了“让河南人为河南骄傲”公益品牌活动，
通过线上话题互动传播和线下的户外宣传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共鸣。

记者：2018 年是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

的关键年，洛阳杜康控股在“抢抓机遇 加

快发展”方面，下一步的战略构想是什么？

王鹏：2018年是杜康转型发展的关键
之年。我们坚定信心，按照“全力提升品
牌，持续夯实基础，实现稳健增长”的整体
发展策略，发挥好酒祖杜康本土优势，实施

“品牌驱动、营销驱动、品质驱动”三大驱动
战略，不断推动产业、产品和品牌升级，切
实提高杜康酒的市场竞争力，打造具有河
南乃至全国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建设中国
酒祖文化基地和全省重要白酒生产基地。

杜康控股总经理 王鹏

升级品质 深耕市场 做大杜康
——访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鹏

11月 3日上午，首届朗陵罐酒文化节暨2018封藏大典
在确山县举行。来自省市县的1200余名嘉宾参加了活动。

会上，公司董事长宋根明首先介绍了朗陵罐酒自 1958
年建厂以来60年的发展史。他表示，公司未来将全力建设
河南朗陵罐酒生态文化园，实现以酒带游，以游促酒，将朗
陵罐酒打造为“中国罐酒典范”“中国罐装白酒第一品牌”。
活动期间，公司还首次推出了为期一个月的原酒封藏活动，
一大批陈年好酒供大家品鉴、选购和封藏。 （西岭）

首届朗陵罐酒文化节暨封藏大典举行

11月 6日，豫邻春酒业新品上市推介会在郑州举行。
河南豫邻春酒业董事长李玲说，公司位于汝阳县，是一

家在青山绿水中酿制山泉美酒的零污染企业。以“高品质、
低消费、平民化”为定位，以优质山区高粱、东北大米、山泉
水为原料，采用泥窖固态发酵、老五甑混蒸混烧工艺，并由
国家一级调酒师精心调制而成浓香型白酒豫邻春，此次亮
相的豫邻春豫 3、豫 6、豫 9等，以酒体醇和、自然谐调、绵甜
爽净、余味悠长等特点，得到与会者高度肯定。 （西岭）

豫邻春酒业在郑州举行新品推介会

日前，为感恩和回报酒祖杜康小封坛
客户，由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司组织的“酒
祖杜康小封坛醉美之旅”，从郑州出发踏上
了4天3晚的苏杭饕餮行程。

活动第一站来到苏州，漫步在苏州园
林之中，欣赏独具一格的建筑艺术，每个角
度都是一幅完美的图画，让大家流连忘返；
第二站杭州，置身西湖美景，目光所及烟波
浩渺，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就像走进一幅山
水画里；第三站千岛湖，1078个岛屿风姿
绰约，群山绵延，森林繁茂，漫游其间，恍若
仙境。尤其是肥美丰腴的千岛湖纯野生有
机鱼头，宫廷秘制天然好味道，再配上酒祖

杜康小封坛美酒，一场醇美饕餮盛宴，尽在
一席间！

4天 3晚的极致体验结束，“酒祖杜康
小封坛醉美之旅”活动也圆满落幕！据了
解，整个活动全程都洋溢着欢乐和自在，客
户从中不仅感受到了杜康人的贴心与关
怀，还感受到了他们对酒祖杜康小封坛高
端客户的感恩之心。

负责此次活动的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
司有关人士表示，非常感谢大家一路来的
支持和一如既往的信任，未来公司全体同
仁将一如既往“匠心做酒，用心做事”，全心
全意为大家做好服务！ （孟振峰）

杜康开启小封坛VIP客户苏杭美食之旅
11月 2日，“洞藏十年，豫见群星”赊店

元青花·洞藏年份南阳核心客户答谢会在
南阳建业森林半岛假日酒店举行。

答谢会上还同步进行了现场订货。赊
店商业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监张文星介绍了
赊店老酒未来的发展核心思想：“坚持为豫
酒增光添彩、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
献的使命不放弃；坚持与合作伙伴长期合
作、持续合作、合作双赢的理念不动摇”。
作为客户代表，社旗县青花赊酒商贸有限
公司董事长辛明武与南阳市校企合作联盟
副秘书长、南阳市三友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丹在现场回顾了自己多年来与赊

店老酒合作的历程，并表示未来将继续和
赊店老酒携手并进，共创共赢。

为答谢长期合作的客户，赊店老酒在
此次订货会上还根据订货量赠送赊店元青
花·洞藏年份演唱会VIP门票，得到现场客
户积极响应，因参与人数众多，订货环节一
再延长，可谓火爆异常。

据悉，11月 23日的赊店元青花·洞藏
年份演唱会，是继赊店元青花十年之约郑
州群星演唱会之后又一场大型演唱会，届
时张信哲、王蓉、黄龄、阿里郎等知名歌手
均将亲临现场，为南阳观众献上一场视听
盛宴。 （宗孝帅）

赊店老酒举行元青花南阳核心客户答谢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