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全省白酒业2018年下半年工作促进会在郑州召
开。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满仓，省
工信厅、省商务厅等相关单位负责人，重点白酒企业负责人
及所在县（市）分管副县（市）长出席了会议。

会上，省工信厅副厅长朱鸣通报了 10家重点豫酒企业
2018年前三季度的运行情况、调研督促情况以及下一步的
具体计划，省重点白酒企业相关负责人分别汇报了下一步
的工作规划。据悉，前三季度，全省10家重点酒企（五朵金
花、五朵银花）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04%。缴纳税金同比
增长 18.36%。其中，有两家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10亿
元，三家企业税收突破1亿元。“五朵金花”企业中，仰韶、宋
河、五谷春主营业务收入增长超30%，仰韶税收同比增长超
30%。“五朵银花”企业中，寿酒、宝丰、贾湖主营业务收入超
45%，宝丰、贾湖税收同比增长85%。

9～10月，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派出调
研组，对“五朵金花”“五朵银花”企业和所在地政府进行了
调研，总体来看，各级各部门都在积极贯彻省委、省政府关
于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的各种决策部署，“豫酒振兴”取得
了初步成效。

最后，“五朵金花”“五朵银花”企业相关负责人就下一
步的工作计划做了汇报。 （本报记者）

日前，第十一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
在江西南昌市盛大开幕。本届绿博会以

“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为主题，会期 4天，
它不仅是饮食文化的交流，更是国家“一带
一路”建设中各国间经贸合作的深化。

作为河南省酒类行业代表企业，宋河
酒业代表我省绿色产品，携旗下国字宋河、
蓝钻宋河粮液等豫酒明星产品应邀参展。
向来自全国、全世界的客商传递了中原大
地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并以醇香的美酒、积
极的状态，展示了在省委、省政府大力推动
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政策的主导下，豫酒
企业蓬勃发展、活力无限的新面貌，赢得与
会领导和全球客商们的一致点赞！

不仅如此，此前的几天，在省商务
厅、省酒业协会相关领导陪同下，香港贸
发局展览事务部经理曾展鸿、香港贸发
局驻北京办事处市场推广部副主任于欢

来到河南，专程莅临宋河酒业郑州营销
公司总部考察调研，在对国字六号等公
司主力产品进行品鉴后赞赏有加。随
后，在与宋河酒业营销公司副总经理王
广军等交流座谈后，曾展鸿、于欢代表香
港方面表示，要与宋河酒业进一步整合
资源，加强合作交流，为宋河走向香港乃
至走出国门搭建舞台。 （黎明）

宋河卓越品质赢得客商一致点赞

日前，“盛世天时，品味陶香”彩陶坊天
时高端品鉴会在郑州美盛喜来登酒店举
行。

会上，精彩的节目、诱人的美食令人目
不暇接。仰韶营销公司总经理卫凯、市场
中心总监王军学、天宝中心总监郝惠峰、市
场中心副总监郑磊，与 60多位酒业大咖共
赏陶香，共赴视听与味觉盛宴。

本场品鉴会的重头戏是“四时品鉴”与
“鉴酒英雄”体验，作为彩陶坊天时品鉴体
验师，郑磊通过观色、闻香、品味、识格四个
环节现场对该酒的“色、香、味、格”做了详
细的讲解和阐释，让在场的来宾被彻底“惊
艳”了一把。

卫凯表示，进入 2018年，仰韶酒业积
极响应省委、省政府“豫酒振兴”的号召，从
技术与品质两个方面对彩陶坊系列酒的生
产工艺进行了升级和改进，加大了对超级

大单品的打造。通过将原有的彩陶坊天时
酒进行裂变，推出了日、月、星三款产品，涵
盖了 500—1000元价位带，是公司在仰韶
彩陶坊上市10周年之际，为进一步完善产
品结构、满足不同层次消费群需求而打造
的品牌战略升级重大举措。它将绘制仰韶
酒业未来10年的宏伟蓝图，掀起白酒行业
高端产品新浪潮。 （黎明）

彩陶坊天时高端品鉴会郑州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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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业资讯

阶段总结 年底冲刺
——全省白酒业下半年工作促进会召开

日前，新乡市作家协会一行 15人抵达河南寿酒集团有
限公司（下称“寿酒集团”）酿造基地采风。作家们先后参观
了洞藏酒窖、公司发展沿革历史展、公司荣誉室和代表寿酒
文化的书法长廊，对寿酒集团近年来的发展给予高度肯定
和由衷赞叹。

据了解，寿酒集团与新乡市作家协会有良好的交往历
史——由协会副主席刘德亮先生撰写的天下第一酒诗《液
体之火》被寿酒集团斥巨资冠名，后该诗经著名书法家刘森
堂书写，雕刻在了寿酒集团酿造基地的显著位置，供前来公
司参观的人们欣赏。 （李松虎）

诗酒文化为寿酒腾飞添翼助力

省科学院专家考察调研豫坡集团

近日，以河南省科学院高新技术研究中心书记张海军
为首的专家代表团一行抵达豫坡集团考察调研。在豫坡集
团总经理王清华、常务副总经理王洪照的陪同下，张海军一
行考察调研了豫坡老基生态文化园等处。

调研过程中，王清华向专家们详细介绍了豫坡集团在
生产、技术、质量和人才培养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规划。随后
双方就技术创新与研发、技术改造与升级等方面的具体问
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张海军表示，希望豫坡集团紧
紧抓住豫酒振兴的机遇，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基础工作，专
心致志地抓好豫坡老基酒风格的研究，形成豫坡自己独具
特色的产品风格。 （徐登科）

日前，河南省养生殿酒业有限公司建厂 85周年系列活
动新闻发布会在南阳市西峡县举行。

据公司总经理刘昭介绍，养生殿酒业经过多年的发展
现拥有“养生殿”“豫”“莲花”“伏牛”“明天”等知名酒类品
牌，并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基础上，采取高温堆积、清蒸清
烧、泥窖发酵以及多菌种高温堆积和自然续糟厌氧发酵相
结合，酿造出了集酱、浓、清三香于一体，口味纯净、醇厚、绵
柔、协调、适口的“豫”香白酒，走上市场后深受消费者喜爱。

12月 25日，公司就要迎来建厂85周年，届时将广邀宾
朋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 （朱天玉）

养生殿酒业举办建厂85周年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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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谷春酒业作为“五朵金花”之一，您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段明松：“豫酒振兴”战略为豫酒企业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省、市、
县党委、政府以及五粮液集团总部给予了
高度重视和巨大关怀，使我们信心倍增，为
之振奋，看到了豫酒企业发展的美好未来。

作为“五朵金花”企业的一员，在感到
十分庆幸的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将
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发扬
善学习、勤钻研的工匠精神，以“豫酒振兴”
为己任，提品质、塑品牌，拓市场、增销量，
做大、做强、做优五谷春酒业，为豫酒振兴
和地方经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记者：在过去的一年里，五谷春酒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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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明松：去年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工
作会议召开以来，五谷春酒业认真落实《河
南省酒业转型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
年)》的具体要求，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瞄
准华中市场，苦练内功，稳扎稳打。在品
质、品牌、技术、营销等方面不断发力，围绕

“树品牌、优结构，做渠道、促终端，抓创新、
提品质”的思路，厚植根基，强化措施，积极
作为，有效提升了产品知名度，树立了崭新
的企业形象，并取得了初步成效。2018年
1—10月，实现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9.62%，
税收同比增长13.49%。

凝心聚力，专注专一，以工匠精神来生
产每一瓶酒。依托五粮液技术优势，引进

“包包曲”和五粮液酿造工艺，结合传统的
“老五甑”酿酒工艺，严格遵守分层起糟、混
蒸混烧、缓火蒸馏、量质摘酒、分级分装等
工艺要求，生产的“乌龙”“金谷春”系列酒，

“窖香浓郁、醇厚丰满、绵柔净爽、尾净怡
畅”，形成独具中原特色的绵柔五粮浓香典
型风格。“乌龙珍品”蝉联河南十大名酒，

“52°金谷春·精品”荣获“中国黄淮流域白
酒核心产区标志产品奖”。此外，公司申报
的河南省豫酒五粮浓香固态发酵酿造工程
技术中心和信阳市固态发酵技术与应用重
点实验室获得批准并授牌；在今年 11月中
旬举办的河南省白酒行业“宋河杯”首届制
曲职业技能竞赛中，荣获团体奖和最佳组
织奖。

五谷春酒业积极践行“豫酒振兴”战
略，通过创新营销模式、优化市场布局、调
整产品结构、提高服务质量等措施，积极布
局华中市场，产品远销河南、湖南、湖北、江
西等省市，“金谷春”品牌持续叫响，产品认
知度和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经营业绩持
续攀升。今年上半年以来导入“公司直控
终端+平台商”的扁平化营销模式，效果明
显；利用重大节日在信阳市和淮滨县开展
乌龙特曲新珍品、乌龙老窖品鉴会；并通过

举办“金谷春”“乌龙”两大品牌产品订货
会、答谢会，实现了销售预期，提高了市场
份额和产品知名度。

记者：《河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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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谷春·精品作为五粮液股份公司重点打

造的战略单品，同时也是五谷春酒业未来

的核心重要单品，请问下一步如何打造金

谷春·精品这一大单品？

段明松：五谷春酒业坚决响应省政府
关于河南白酒业转型发展行动中“优化产
品结构、聚焦发展中高端大单品”的战略要
求，重点打造“金谷春”和“乌龙”两个核心
品牌大单品。结合省政府和五粮液集团公
司对五谷春酒业发展的要求。一是优化品
牌和产品结构，坚持以质量为核心，持续为
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五谷春美酒。二是大
力实施人才发展战略，努力推进外部人才
引进和内部体系培养的建设，打造一支“召
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营销铁军。

记者：去年以来，五谷春酒业明确提出

“拓展河南 辐射华中”的营销战略思路，进

一步打造区域强势品牌，请问下一步五谷

春酒业将如何实现创新营销这一目标？

段明松：五谷春酒业将继续按照“以淮
滨为核心，信阳为重点，拓展河南，辐射华
中”的市场布局战略规划，努力扩大销售区
域和市场占有率。

一是完善产品市场营销网络，对我们
的根据地市场进行精耕细作，巩固提高“金
谷春·精品”“乌龙特曲·珍品”两大单品的
市场占有率，潜心研发核心产品“金谷春·
谷”系列新产品，计划双节期间推向市场。
二是发挥五粮液渠道优势，加快五谷春酒
业品牌形象店建设，在华中地区选取 1-2
个地级以上城市开设形象店、专卖店，争取
公司主导产品尽快进入五粮液华中地区销
售网络。三是推行“公司直控终端+平台
商”的扁平化营销模式，加快信阳八县两区
市场的推广。四是强化“互联网+”营销模
式，扩大产品销量。五是利用信息技术，实
现营销端数据搜集与运用，为营销决策提
供支持。

记者：作为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关键

年的 2018 即将过去，展望 2019 年，五谷春

酒业在“抢抓机遇 加快发展”方面，具体

战略构想是什么？

段明松：接下来要认真按照河南省政
府制定的《河南省酒业转型发展行动计划
（2017-2020 年）》和公司《十三五战略规
划》要求，全力以赴抓好落实。以豫酒五粮
浓香风格研究为重点，持续提升产品质量；
创新营销思路，强化市场营销；加大广告宣
传，提升品牌影响力；实施人才战略，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省市县、五粮液集
团公司和企业自身的资源优势，积极作为，
加快发展。以对内改革+对外扩张的发展
路径，筑牢信阳市场，扩大华中白酒市场份
额，尽快在豫酒“五朵金花”中脱颖而出。

抢抓机遇 开拓创新 加快发展
——访河南五谷春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段明松

12月 4日，中国韩国人会第十届会长
就任式暨中韩友谊之夜在北京落幕。韩国
贸易社本部长、世界各地韩国商会会长、韩
国官方媒体等350余人受邀参会。作为此
次活动的合作伙伴，“高端豫酒典范”酒祖
杜康小封坛承担起活动唯一指定用酒的重
任，为中韩两国商会嘉宾提供高品质中国
白酒，见证了就任式圆满进行。

仪式开始前，河南省商务厅副厅长
孙敬林等陪同新上任的中国韩国人会会长
朴元愚，来到酒祖杜康小封坛展台前，与杜
康工作人员作了深入的交流，并对酒祖杜
康小封坛大加赞赏。韩国嘉宾在品鉴了小
封坛酒后表示，杜康酒开启了他们认知中
国白酒的大门，让他们真正品味到了“中国
味道”，认为杜康人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白酒
优秀品牌，弘扬了酒祖精神。

作为高端豫酒典范，酒祖杜康小封坛

近年来积极参与不同层面、不同形式的文
化交流活动，致力于传播豫酒文化，同时践
行“严循古训，以五齐六法，匠心酿制”的酒
祖精神，不断加强品质和工艺升级，助力豫
酒振兴的宏伟蓝图。

伴随着活动落幕，杜康小封坛迎来了
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开始着力打造国际
化豫酒品牌，走向世界！ （孟振峰）

杜康小封坛被选为中韩友谊之夜指定用酒

12 月 1 日，“赊店元青花·洞藏年份
1919 核心消费者答谢会”在郑州举行，
1919酒类直供河南公司董事长张海军、河
南赊店商业有限公司销售管理中心副总监
高洋出席会议，与到场的 200名核心消费
者共叙赊酒情谊。

据悉，1919 酒类连锁 2014 年年初入
驻河南市场，短短两年即实现了百店布
局。而赊店老酒作为豫酒五朵金花之一，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强大的品牌基础、过
硬的产品质量和执行力过硬的团队，在河
南市场同样有着不凡的影响力。因此，在
确立合作关系后的短短一年时间里，双方
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合作，强强联
手推广赊店老酒，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张海军在致辞时表示，1919酒类直供
河南公司未来将持之以恒地支持赊店老酒
拓展市场。高洋则表示，诚信酿酒、品质为

先。诚信文化已融入赊店老酒的每一滴醇
香中。赊店元青花更是连续四年在“河南
十大名酒”评选中位居浓香型白酒榜首。
近年来新推出的赊店元青花·洞藏年份酒
还一举摘得了被誉为白酒界奥斯卡的“中
国白酒国家评委感官质量奖”。希望大家
能继续与赊店老酒携手合作，互惠互利，共
同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宗孝帅）

赊店老酒牵手1919举办核心消费者答谢会

五朵金花五朵金花 鼎立中原鼎立中原
系列报道⑤系列报道⑤

以“豫酒振兴”为己任，提品质、
塑品牌，拓市场、增销量，做大、
做强、做优五谷春酒业。

五谷春酒业董事长 段明松

日前，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酒业学院正式挂牌成立，为豫
酒振兴翻开了新的篇章。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刘满仓、中国酒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宋书玉、
江南大学副校长徐岩、著名白酒专家梁邦昌等出席了活动。

据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院长罗士喜介绍，随着河南牧业
经济学院酒业学院的成立，今后将立足“产、学、研、用”，把
酒业学院办出特色、办出水平，为河南酒业培养全方位高素
质人才，为豫酒振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宋书玉在致辞中说，人才是酒业发展源源不断的动
力，希望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酒业学院为河南酒业发展培养
更多专业的酿酒人才。在随后的高端论坛环节，宋书玉做
了《中国白酒的传承与创新》主题报告。江南大学副校长徐
岩做了《坚持传承创新，推动豫酒高质量发展》主题报告。

会上，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酒业学院还与赊店老酒股份
有限公司举行了校企合作签约仪式，未来双方将在学术研
究、人才引进等方面展开更加全面、深入的合作，如建立赊
店老酒风格研究中心，企业为校方提供研究素材、校方帮助
企业从基因层面发掘赊店老酒的价值特征等。 （申明贵）

河南首个酒业学院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