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22日，“辉映·一起 6”映象网六
周年暨融合新品发布会在郑州举行。会
上，宋河酒业凭借强大的品牌力、产品力和
创新力荣获“2018年度品牌传播力奖”。

早在 2013年，宋河人就认为，白酒产
品要想在消费者主权时代获得成功，必须
做好产品的坚守与价值回归，坚守即是对
自身产品卓越品质的追求，是对消费者引
导、培育的坚守；价值回归则是从产品本身
出发，在品质卓越的基础上，寻求消费者的
普遍价值认可。如今，经过多年的努力，品
质已成为宋河酒业最大的优势。

据悉，宋河酒业拥有原酒发酵池 1万
余条，原酒生产班组126个，年产原酒 3万
吨，原酒储存能力达 16万吨以上，并且拥
有省内唯一的中国首席白酒品酒师以及

11名国家级白酒评委，这都是保证产品品
质的基础。上个月闭幕的上海酒博会上，
通过240名国家级白酒评委对市场上畅销
的 102种白酒产品进行盲评打分，宋河国
字六号和宋河粮液 1988分别进入各自价
格段的前五名，成为豫酒的骄傲。 （利艳）

12月 17日晚，一场别开生面的“盛世
天时，品味陶香”高端白酒品鉴会在三门峡
天鹅城国际酒店开幕。来自三门峡、渑池
县的领导以及仰韶酒业董事长侯建光，仰
韶营销公司总经理卫凯，仰韶营销公司总
经理助理、洛阳中心销售总监高红涛等近
120人与会。

据悉，彩陶坊天时采用九粮酿造，融合
浓、酱、清、芝四种香型工艺，颜色微黄透
明，香气优雅细腻，酒体醇厚协调，酱头芝
尾，“醹、雅、融”自成一格，属于典型的陶香
风味特征。会上，彩陶坊天时系列酒中的
太阳酒首次现身并接受了品鉴。

侯建光在致辞时表示，公司秉承“2018
仰韶再出发”的决心，从技术和品质上对彩
陶坊酒的生产工艺进行了升级和改进，尤

其是加大了对超级大单品的打造，将原有
的彩陶坊天时酒一举裂变为了日、月、星三
款产品，取得良好效果。作为仰韶的根据
地市场，此次天时高端品鉴会的举行，是对
家乡父老的馈赠，也是仰韶布局豫西高端
消费市场的先驱力量。 （黎明）

五朵银花五朵银花 闪耀中原闪耀中原

系列报道①系列报道①

2018年 12月 20日下午，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
会在郑州召开。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刘满仓及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与会。

会上，省工信厅重点介绍了春节期间督促重点酒企报
送双节促销活动计划、制定“五朵金花”“五朵银花”考评细
节、统筹做好“豫酒中原行”活动等情况。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重点介绍了全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专项监督抽检、市场
经营环境监管、酒企可追溯质量体系规划等情况。省商务
厅介绍了春节和“两会”期间计划推出的年货博览会、老酒
交易会、地方名优产品展示以及组织省内石油系统旗下的
便利店、遍布全国的夏邑酒商参与酒企对接的安排。

最后，刘满仓做了总结发言。他说，下一步，一是抓住
春节机遇，扩大豫酒消费，拓展市场销售。二是加大豫酒宣
传、推介、促销。三是要召开全年工作总结、分析会。四是
省直单位要步调一致，形成合力，重振豫酒雄风。此外，还
要认真做好河南白酒产区规划，力争纳入全国产区总体规
划的大盘子。 （本报记者）

宋河酒业荣获2018年度品牌传播力奖彩陶坊天时三门峡高端品鉴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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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业资讯

发力双节 规划督导
——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会召开

日前，由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主办、河南省副
食品有限公司(下称“省副食”)承办的黑金茅台王子酒郑州
电信公司合作伙伴品鉴会在郑州举办。

省副食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庆云表示，感谢郑州电信公
司对茅台王子酒的支持与厚爱，通过此次活动，将进一步
发挥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创新营销思路，将茅台酱香酒
发扬光大。郑州电信公司副总经理张卫峰则表示，公司将
以黑金茅台王子酒为媒介，与省副食架起一座新的友谊之
桥。 （晓辉）

“煮酒中原会客厅”豫酒振兴高峰论坛举行

日前，由省酒业协会、省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省文化
产业发展基金会共同举办的“煮酒中原会客厅”揭幕仪式暨
豫酒振兴高峰论坛在郑州举行。

据介绍，“煮酒中原会客厅”是一个集酒类产品展示、酒
类行业交流、酒类活动策划等于一体的酒业互动平台。未
来，将以省内白酒品牌为主接纳 800款酒类产品集中陈列
和展示。在豫酒振兴高峰论坛环节，省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院院长戴松成表示，豫酒企业要强化自信，做良心酒，河南
人要带头消费河南酒，支持豫酒振兴。 （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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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酒集团作为“五朵银花”之一，这一

年来，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周明新：实践证明,省委省政府把白酒
业作为转型攻坚重点产业的决策部署是正
确的、有效的。

在省委、省政府豫酒振兴政策引领
下，在地方政府对酒企实打实的扶持下，
酒企脚踏实地的“调结构、做品质、强品
牌”以及通过各种活动宣传豫酒，取得了
实效，越来越多消费者把用家乡酒招待客
人作为首选，作为酒企，这种变化让我们
的干劲更足了，寿酒集团坚守豫北的信心
也更大了。

记者：2018 年，寿酒集团在加快转型发

展方面做了很多扎实工作，请您谈谈企业

在生产和销售上都有哪些发展亮点？

周明新：公司始终秉承“健康饮酒、饮
健康酒”的酿造理念，为保证原材料供应，
采取“公司＋农户”的订单模式，大力开发
建设生态酿酒原料生产基地，从源头上把
好质量关，立足本地建立高粱种植基地，在
东北与农户签订长期订单式供应机制，严
格采购原、辅料，达到事前控制、事中监控、
事后跟踪。

工艺上，继承了中国白酒微生物鼻祖
方心芳和中国白酒泰斗周恒刚的酿造工
艺，结合传统北方优质白酒生产工艺，融入
川酒生产优势，自创微生态转层六大甑法
生产高品质白酒，创新酿造工艺，总结出了

“纯粮固态酿造”“转层分糟”“每轮老窖”
“优中选优”“山洞贮藏”等操作方法，很好
地保证了寿酒的品质。同时，在每道生产
工序上，都设置了关键质量控制点，采取特
级、优级、一级、二级、普通五选一的原则，

选择更适合当地消费者口感需求的产品，
与此同时，在勾调、灌装、成品后，还要再次
经过三轮质量检测，以确保出厂的每一瓶
寿酒达到最佳状态。

在销售上，通过全方位的市场调研，
重新对公司四大系列酒作了明确的市场定
位——豫北地区，并为寿酒确定了新的宣
传主题：“老家河南，魅力寿酒”。围绕新的
主题，制作新的广告，并根据产品营销宣传
推广计划，对公司和品牌进行大规模的营
销宣传报道。电视广告：在 CCTV-13 和
CCTV-10发布寿酒品牌广告，使“老家河
南，魅力寿酒”走进千家万户，很好地提升
了寿酒集团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在河南广
播电视台发布河南寿酒集团中超冠名广
告，“想赢球，喝寿酒”在微信朋友圈里广为
传播，借助体育的力量，寿酒品牌再次得到
彰显和释放。

2018 年 5月 6日，在集团曲酒基地举
行了第二届“品健康寿酒·赏月季牡丹”大

型游园活动，河南省酒业协会负责人以及
20多家酒企高层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
代表 200余人参加了开幕式及各项活动。
河南日报、河南电视台等 20多家媒体到会
采访报道，网易新闻对这次活动进行了全
球直播。此次活动共接待业界同仁、经销
商、消费者等10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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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泉

寿酒作为寿酒集团重点打造的战略单品，上

市后很受公众欢迎。请问下一步对于打造

百泉寿酒这一大单品是如何考虑的？

周明新：如何把饮酒跟健康、养生、长
寿更好地结合起来，用寿酒文化理念推动
白酒行业的发展，把寿酒文化的养生健康
和消费者对健康生活的品质需求更好地结
合起来,是寿酒集团孜孜追求的目标——
通过打造“健康”酒文化这张牌来助力豫酒
振兴，增强寿酒文化自信，构建寿酒文化体

系，加速寿酒集团跨越式发展。
新时代的今天，寿酒能引导大众从白

酒“生存型消费”向“健康型、享受型消费”
的转变，以提高大众“美好生活双提升”为
诉求，满足广大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质
量”的诉求，扛起人类健康长寿的重担，采
用差异化运营思路大力推广健康文化，用
寿酒丰富的文化内涵扩大市场前景。

记者：作为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关键

年的 2018 年即将过去，展望 2019 年，寿酒

集团在“抢抓机遇 加快发展”方面，具体战

略构想是什么？

周明新：加快峪河曲酒基地建设，推进
洪洲太行酒城 200 亩征用土地的手续办
理，积极推进蒸汽管道架设的绿色化改
造、生物护理液生产工艺的技术改造、智
能化制曲、大型恒温酒窖项目的有效实施
等。

经过前期的积累沉淀，寿酒集团目前
已进入较快发展阶段。我们将大力加强人
力资源能力建设，慧眼识才、广纳贤才、大
胆用才，不断形成一支德才兼备、结构合
理、素质优良的营销人才队伍。

随着市场区域不断扩大，营销网络不
断完善，我们将坚持以市场和顾客为中心，
践行“行动换取心动、超值体现价值”的服
务理念，要真心实意为经销商和客户服
务。通过营销服务，为顾客提供超值产
品。从“品”字着眼，搞品鉴、做推广；要从

“喝”字着手，促销售、做活动；从“宣”字着
力，推文化，做策划，切实做好体验式营销，
不断提高市场服务水平，全心全意为消费
者奉献放心、舒心的健康美酒，为提升老百
姓美好生活水平而不断努力，吸引更多的
消费者品味寿酒，不断叫响寿酒品牌，让寿
酒承载着“健康饮酒·饮健康酒”的消费理
念走进千家万户。在豫酒转型发展的过程
中再创新的业绩。

坚守豫北 深耕市场
——访河南寿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明新

2018年，赊店积极开展核心消费者培
育工作，取得丰硕成果。据统计，从 1月初
至 12月份，赊店元青花洞藏年份酒累计开
展了上千场品鉴活动，平均单月上百场，有
效培育了部分核心意见领袖对于元青花洞
藏年份酒的品牌认知度和忠诚度。

在核心消费者培育的过程中，元青花
洞藏年份酒擎起了四大武器：品鉴酒、品鉴
会、品鉴顾问和团购型经销商。通过这四
大武器，元青花洞藏年份酒精准打通了与
核心消费者的沟通桥梁并完成了一次对
话，提升了赊店品牌的影响力，并为品牌辐
射力打下了基础，而这也是元青花洞藏年
份酒能够提前完成年度任务的关键。

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品鉴活动，元青

花洞藏年份酒达到了两个至关重要的目
的：一是团购业务员通过邀请核心消费客
户品鉴，既让客户体验到了产品的品质，
同时也拉近了企业、产品和目标群体的关
系，推动了元青花洞藏年份酒的销售目
标。二是通过现场品尝及文化体验的方
式，除了可向核心目标人群传递元青花洞
藏年份酒的各方面优势外，还可向潜在客
户传递产品的品质信心，宣传市场政策，
达到潜在招商的目的，并为 2018 年胜利
收尾打下良好基础。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随着春节销售旺
季的开启，元青花洞藏年份酒已经为下一
个阶段乃至 2019 年做好了准备，有望继
续谱写豫酒振兴新篇章。 （宗孝帅）

赊店元青花全年被千场会议选为指定用酒
在白酒行业深度调整和持续分化的大

背景下，“品牌 IP化”和“消费场景化”逐渐
成为白酒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目
标消费者心理站位的有效途径。

日前，杜康创新品牌战略主动出击，将
每月的 19 日设立为“杜康美酒节”，从
2018年 11月至 2019 年 2月，在此期间凡
在郑州指定餐饮店每桌消费满 488元，在
洛阳每桌消费满388元，在汝阳、伊川每桌
消费 288元，即可获赠杜康 12窖区品鉴酒
2瓶，计划拿出 10000瓶杜康 12窖区免费
赠予消费者。同时还开展了一系列优惠、
福利、锦鲤等活动。接下来，绵柔杜康、杜
康 1号、中华杜康等产品也将参与到活动
中，逐渐丰富活动的内容及形式。

洛阳杜康控股销售公司总经理柳向阳
表示，“杜康美酒节”旨在通过跨界合作，将
其打造成白酒行业内具有杜康鲜明特色和
影响力的 IP品牌符号，积极宣传豫酒、以实
际行动不断推动豫酒产业繁荣，承担豫酒
振兴使命。

此举也赢得业内人士一致肯定，认为
杜康此次打造的“杜康美酒节”以“19”为 IP
设立“要酒”日，当每月的 19日到来时，大
家就会自然而然联想到这一天需要“要酒”
买酒了。可以说，杜康另辟蹊径自建 IP，直
击消费端的末梢，并且强化了消费者的认
知，增进了企业、产品与消费者的关系，增
强了与消费者的黏性，达到了意想不到的
效果。 （孟振峰）

抢占“19”自建 IP，杜康赋能场景化营销

省副食举行黑金茅台王子酒品鉴会

助力豫酒振兴，增强寿酒文化
自信，构建寿酒文化体系，加
速寿酒集团跨越式发展。

寿酒集团董事长 周明新

赊店：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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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公司董事长张海
军及200名核心消费者参会。12月 8日，赊店元青花洞藏年
份《豫见》微电影第二季首映礼在南阳举行，南阳市核心消
费者，各行业精英，媒体记者等近300人出席了首映礼。

仰韶：进入 12月份，仰韶陆续启动春节营销攻势。12
月 13日、17日，“盛世天时 品味陶香”彩陶坊天时高端品鉴
会分别在渑池和三门峡举行。12月 25日，“再出发，赢未
来·新郑市场仰韶彩陶坊新春客户联谊会”又在新郑举行，
仰韶酒业“决胜 2019”营销大战的帷幕由此拉开，在未来近
一个月的时间内还将有30余场营销推广会议蓄势以待。

宋河：随着2019年春节临近，宋河酒业“发力双节，加快
转型”工作号角正式吹响，各事业部、战区、办事处积极投入
市场运作，大力度让利促销，多种多样的下单送礼、幸运砸
金蛋……截至到 12月 25日，各地共召开订货会 500余场，
直接参与的基层经销商达到20000余人。

寿酒：进入销售旺季，河南寿酒集团也相继启动了节前
市场，12月 21日在滑县举行了订货会，12月 27日将转战新
乡市举办订货会、年会，2019年 1月 5日修武订货会也将进
行，1月 13日的获嘉推介会也在紧锣密鼓筹备，再往下还将
奔赴长垣、延津、焦作等县市，积极预热节前市场。

宝丰：春节期间，宝丰酒业在平顶山地区优选了 500家
合作终端，联合开展“地地道道，家的味道”为主题的促销活
动，让鹰城人过家乡年、喝家乡酒。活动产品有国色清香陈
坛系列等，同时赠送精选高档茶具、餐具，一举拉近了宝丰
酒与消费者的感情距离。

皇沟：进入 12 月，皇沟酒业启动以“大干 60 天、决战
2018”为主题的2019年春节誓师大会。12月 21日，酒店促
销、会议促销、春节返乡促销三大活动同时启动，形式主要
为“免费品尝+互动活动”，活动将持续到明年1月19日。12
月 28日，公司还将参与商丘食品博览会推介皇沟美酒。

豫酒多措营销促双节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