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8日，元青花·洞藏年份酒南阳地
区团商交流会成功举办。河南赊店商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单颖、销管中心总监杨旭、南
阳区域高级经理吴皖豫等，与南阳地区元
青花·洞藏年份酒团购商代表，回顾 2018
年取得的成绩，共商2019年的发展大计。

元青花·洞藏年份酒是赊店老酒紧抓白
酒消费升级趋势推出的中高端白酒。自上
市以来，产品业绩、品牌口碑指数均实现了
双增长。元青花·洞藏年份10获得了“中国
白酒国家评委感官质量奖”，并拿下“河南酒
业感官质量创新奖”“河南酒业包装设计创
新奖”“河南酒业优秀新产品奖”等多个奖
项。业绩同样屡创新高，2018年南阳地区
元青花·洞藏年份酒销售同比增长迅猛。

单颖在会上提出，2019年公司将继续
聚焦元青花·洞藏年份酒，按照豫酒振兴大

单品塑造的目标，进一步加大市场投入、深
化体验营销、扩大品牌宣传，将其打造成为
豫酒大单品。不论是从产品本身，还是赊
店老酒企业的内部支持，以及团购经销商
的市场布局上，元青花洞藏年份酒已经为
下一个阶段做好准备，厂商共同奋进，必将
谱写“豫酒振兴”新篇章。 （宗孝帅）

赊店举行元青花·洞藏年份酒南阳团商交流会
2018年 12月 28日晚，宋河酒业公司

2019年元旦文艺晚会在宋河酒业生产基
地举办。来自鹿邑县、宋河镇的领导以及
辅仁集团的有关负责人，和宋河酒业1000
多名员工欢聚一堂，共同展望美好未来！

晚会开始前，宋河酒业副总裁、生产基
地总经理刘新田发表了新年致辞。他连用

“五个感谢”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一是感谢
各级党委、政府、机关单位、集团各分公司
对宋河酒业的支持；二是感谢宋河酒业全
体员工的辛勤努力和“真做酒、做好酒”的
匠心精神；三是感谢各供应商对宋河酒业
一如既往的支持；四是感谢支持项目基础
建设的经理人和施工团队；五是感谢设备
供应厂家，使宋河的设备改造得到升级。

鹿邑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张勇在致辞中
表示，希望宋河酒业紧紧抓住振兴豫酒的

机遇，在机制、体制上积极探索、在管理技
术上大胆创新、在品质品牌上工于匠心，不
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为豫酒振兴和鹿
邑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随后上演的晚会上，节目精彩纷呈，不
但有丰富的舞蹈、歌曲、戏曲，还有小品、诗
朗诵等，现场掌声阵阵，高潮不断。（利艳）

宋河酒业举办2019年元旦文艺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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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沟酒业作为“五朵银花”之一，这一

年来，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高全友：首先是发生在消费者身上的
变化。在省政府振兴豫酒政策引领下，一
年来消费者对豫酒的态度正在悄悄发生着
变化，在招待客人时更愿意用家乡酒，对家
乡酒的信心更足了。其次是发生在酒类行
业内的变化。这一年来，豫酒企业在政府
的指导下，齐心协力，通过各种活动宣传豫
酒，并且成效显著。再次是舆论方向的变
化。在省政府大力扶持下,在所有豫酒企
业脚踏实地做品质、强品牌的有力行动下，
全国媒体都对豫酒振兴给予了最大程度的
肯定和关注，这也促进了“豫人喝豫酒、豫
商卖豫酒”的热情。

作为“五朵银花”企业的一员，皇沟人
感到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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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优皇沟酒业，为豫酒振
兴和地方经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记者：2018 年，皇沟酒业在加快转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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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全友：皇沟人始终坚持匠心酿酒，努
力做品牌、做品质、做品类。

做品牌，定位中高端不动摇，抓住市场
不放松，着重做好家门口根据地市场这个
主阵地，努力提高市场占有率，不断辐射周
边市场。

做品质，皇沟酒业始终坚持纯粮自酿
不动摇，努力做好一瓶好酒——皇沟御
酒。在做品质上，皇沟突出四大特点：一是
特别的产区；二是优质的原料；三是特殊的
微生物环境；四是特别的工艺。

做品类，为了实现品类创新，皇沟酒业
在国内白酒大师于桥的指导下，调动公司

全部的资源和力量进行研发，历经十多年才
成功研发了中国独具特色的皇沟馥合香，酱
头浓体清韵芝麻尾，天然四香合一，奇香天
成。于桥大师对其风格特点总结为：“涵盖
浓清酱，凸显芝麻香”。皇沟馥合香上市后，
得到了专家和消费者一致好评，并在 2015
年获得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赛金奖。

皇沟的营销创新实践就是公司 2018
年实行的新营销项目，与北京君度卓越咨
询公司达成战略合作，为企业导入了一套
创新的营销模式。集中体现了三点：一是
店店通，二是人人通，三是村村通。

同时加快皇沟的互联网营销工程，实
施皇沟电商及微电商项目，积极开展网上
营销。一方面与酒仙网、京东、天猫、1919
等成熟的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合作，并和这
些电商平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目
前，皇沟御酒的网上营销已覆盖全国 31个
省市自治区，销售了产品，宣传了企业，有
力地提升了皇沟品牌的知名度。

2018年皇沟酒业把“香聚皇沟 60年”
庆典贯穿营销活动的始终，组织相关消费
者活动 10 余场，直接影响消费者 5 万余

人。其中皇沟“荣耀杯”2018商丘夏季篮球
联赛、永城首届皇沟“荣耀杯”羽毛球大赛
等一系列活动均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对
于企业品牌传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记者：《省白酒业转型发展行动计划

（2017—202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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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

沟御酒（馥合香）作为皇沟酒业重点打造的战

略单品，上市后很受公众欢迎。请问下一步

是如何考虑打造皇沟御酒这一大单品的？

高全友：对于馥合香大单品的打造，围
绕三个层面做好工作：

讲好馥合香的品牌故事。要基于馥合
香型白酒的特点给它概念化、标准化、故事
化和品牌化，让消费者从物理层面感受到
精神层面感受有一个大的转变和提升。

打好馥合香的差异化。基于皇沟馥合
香的独特，我们会在视觉、听觉、触觉、体验
等层面围绕馥合香打造系列的差异化场
景，让消费者一接触皇沟馥合香就能感觉
到与别的白酒不一样。

创新营销方式。馥合香产品下一步要
始终围绕消费者进行运作，从组织陪衬、营

销活动、资源投放、聚焦传播等方面围绕消
费者实施立体化营销策略。

记者：作为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关键

年的 2018 年已经过去，展望 2019 年，皇沟

酒业在“抢抓机遇 加快发展”方面，具体的

战略构想是什么？

高全友：建立皇沟的经营管理模式。
实现皇沟的管理升级，打造豫酒振兴的皇
沟优势。塑造皇沟文化，促进管理增效，
建立皇沟的经营管理模式，实现企业的健
康持续发展。

抓好源头，匠心打造皇沟品质。坚持
传统多粮固态发酵工艺，纯粮自酿，在工
艺流程上细化标准，实行各个环节的标准
化、精细化、极致化，促进品质提升，体现
皇沟的工匠精神。完善质量追溯体系，确
保皇沟产品的质量安全。

加大宣传力度，加快品牌重塑。加强
与河南日报、河南电视台、中国酒业杂志
等主流媒体合作，加大品牌传播；加强与
上海孜儒等网络媒体的合作；加大与高
铁、高速等宣传窗口平台的合作。

加强营销创新实践，加快营销模式重
建。进行《渠道铺设与立体化营销》的集
中持续辅导培训，按照“挖掘真相，追索真
理，复制克隆，固化平移，持续精进”的思
路，在立体化营销上创建模型模式。强化
与和君咨询公司的持续深度合作，借智、
借力、借脑，实施营销创新，加快营销模式
的创新实践，促进市场的良性发展。

加强人才培养引进，打造精英团队。
依托皇沟商学院、分之合智库、皇沟人才
工作站，培养、引进、吸收一批营销和管理
方面的高素质技术人才。选派骨干人员
到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江南大学等专业院
校进行培训和深造，培养皇沟可持续发展
的高端人才队伍。

加快皇沟工业园建设，提升企业智能
化水平。留足发展空间，重视每个细节，
突出特色，充分体现“酒文化与生态文化、
厂区功能与主体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相结
合”的理念，打造独具特色的皇沟工业园。

1月 5日上午，江南大学党委常委、副
校长徐岩，江南大学教授范文来，副教授杜
海一行 7人在仰韶酒业党委书记、董事长
侯建光等陪同下，走进仰韶酒业参观指导
陶融型白酒酿造工作。

下午，“江南大学＆仰韶酒业战略合作
技术交流会”在热烈的气氛中举行。仰韶
酒业制曲车间、酿造车间、酒体设计中心、
检测中心、科研中心主要负责人及技术团
队纷纷就各自部门和车间的工作，围绕陶
融型白酒的工艺优化与品质再提升，以及
原料验收、曲温监控、菌种扩培、窖池改造、
酒段摘取、酒体设计、检测标准、科研方向
等问题与专家组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会上，侯建光表示，产品质量是企业
长远发展的“总钥匙”，酿造工艺和产品质

量的不断提升是仰韶孜孜不倦追求的永恒
目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欲善其
尽，必先精其技”，希望与江南大学继续深
化战略合作，在常态化沟通机制的基础上，
力促陶融型工艺和原酒品质更趋臻美！

徐岩表示，好酒是消费者喝出来的，唯
有与市场口味相符、具备独特口感和香味
层次、与其他白酒差异化的高辨识度才能
够成为消费者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好酒。
仰韶陶融型白酒的市场定位清晰，酒体风
味饱满，具有广阔长远的发展前景。相信
通过双方的精诚协作，持续对仰韶特定地
域、自然环境、生产设备、酿造工艺及发酵
微生物的定性定向分析研究，一定能够为
陶融型白酒的工艺定型和品质提升提供更
为丰富和更有价值的技术支持。 （黎明）

仰韶酒业牵手江南大学深化战略技术合作
2018年 12月 31日，“杜康之夜”2019

洛阳新年音乐会在洛阳歌剧院奏响了“迎
新乐章”。

此次“杜康之夜”2019 洛阳新年音乐
会由中共洛阳市委宣传部、洛阳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主办，杜康控股独家冠名。
来自洛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杜康控股相
关负责人及社会各界群众共同欣赏演出，
喜迎新年到来！

据悉，本场音乐会的现场交响乐演奏
由河南省交响乐团担任，国家一级指挥吴
涛执棒指导，中国最具影响力小提琴家吕
思清倾情加盟。音乐会以《春节序曲》拉开
帷幕，精彩的演奏生动地体现了我国人民
在传统节日里难以抑制的喜悦心情。芭蕾
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组曲》，二胡与

乐队表演《母亲》《赛马》以及国外经典作品
《卡门序曲》《比才第二组曲舞曲》，再加上
女声独唱《中国酒韵》《盛开的牡丹》，河南
板头曲《大起板》，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
祝英台》……令人心潮澎湃。

整场演出中西合璧，曲风多元，精彩纷
呈。现场不仅有音乐大师带来的华丽乐章
令人迷醉，杜康也将高端豫酒典范——酒
祖杜康小封坛呈现在洛阳歌剧院，让嘉宾
们在曲目的环绕中，尽品时间之醉，感受酒
祖杜康传承千年的美酒之味。

杜康销售公司总经理柳向阳表示，作
为中国酒的代名词，杜康一直积极投身于
洛阳经济文化及公益活动，本次活动同样
基于这一目的而来，希望能给家乡人带来
更多笑声和欢乐。 （孟振峰）

“杜康之夜”音乐会在洛阳奏响新年乐章

五朵银花五朵银花 闪耀中原闪耀中原

系列报道②

名酒│122019年 1月 10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申明贵 编辑 朱西岭

【发力春节 加快转型】系列报道之二

酒业资讯

日前，寿酒集团组织员工举办了生产技能比武大赛。
在峪河曲酒生产基地参赛的有8个班组，他们围绕润料

拌料、出窖糟醅水分判定、出窖糟醅酸度判定、装甑、断花接
酒等环节展开激烈角逐，最终曲酒生产三组、曲酒生产六
组、曲酒生产二组分获冠亚季军。在洪州灌装车间进行的
压盖、贴标比赛，最终高建香组、张青娈组、申倩倩组在压盖
比赛中分别荣获第一、二、三名；刘海利组、肖桂青组、徐会
勤组在贴标比赛中分别荣获第一、二、三名。 （李松虎）

寿酒集团举行生产技能大赛

皇沟御酒·窖龄酒上市发布会举行
1月 6日，皇沟御酒·窖龄系列新品上市新闻发布会在

商丘举行。据皇沟酒业营销中心总经理李元军介绍，皇沟
御酒目前拥有明清活窖池 13条，并且还拥有窖龄型浓香窖
池800余条，这是皇沟御酒最宝贵的资产。

窖龄顾名思义指“酿酒窖池的年龄”，窖龄酒指连续不
间断酿酒超过20年的窖池，其所酿出的浓香型白酒，有益微
生物所产生的香味物质尤其多，并且具有口感好、后味香、
不上头、醒酒快的显著特点。 （王栓）

抓机遇 塑品牌 拓市场 增销量
——访河南皇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高全友

以‘豫酒振兴’为己任，提品
质、塑品牌，拓市场、增销量，
做大、做强、做优皇沟酒业。

皇沟酒业董事长 高全友

仰韶：1月 6日，“再出发 赢未来·仰韶彩陶坊2019新春
客户联谊会”在郑州和南阳同期举行，2000多名郑州区域经
销商及1000余名南阳区域经销商与会，共同谋划陶香大计。

宋河：截止到2018年 12月 25日，宋河系列酒及鹿邑大
曲在全省范围内召开订货会540多场，并开展了多种多样的
下单送礼、幸运砸金蛋等活动，直接参与的基层经销商达
20000余人，实现了2018年的圆满收官和2019年的开门红。

杜康：2018年 12月 21日，2018洛阳战略合作客户颁奖
盛典在洛阳举行，众多洛阳杜康经销商代表与会。公司负
责人表示，2019年公司以更高的服务标准、更接地气的市场
策略、更加完善的市场管控方案，服务洛阳经销商。

张弓：1月 8日上午，张弓酒业举行 2019商丘市春节订
货会，来自商丘市区内的600多位合作伙伴与会。与以往相
比，本次订货会的各项优惠政策更多，力度更大，因此现场
人气爆棚，进一步预热了春节市场。

贾湖：进入 2018年 12月，贾湖酒业微信平台各种促销
活动持续开展，累计参与消费者达10万余人次；平舆客户新
春答谢会及公司赞助的平舆国际马拉松、漯河市“幸福在路
上”网络春晚也先后火热开启，吸引了数万人参与和关注。

春节旺季豫酒备战忙

1月 3日晚，由古井集团联合河南交通广播 104.1等主
办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2019新年音乐会”在河南艺术中
心上演，来自维也纳的艺术家为大家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作为本次新年音乐会的主办方核心品牌和中国老八大
名酒，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坚持绿色酿造，是酿酒大师以虔诚
之心酿出的美酒琼浆。最近推出的战略新品——古井贡
酒·年份原浆古 20，更是年份原浆系列产品中的集大成之
作，旨在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加卓越的美酒体验。 （李卓）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2019新年音乐会落幕

水井坊两款贺岁新品成都上市
1月 7日，水井坊在成都举办了一场名为“运”藏其中的

新品发布会，两款新品——水井坊典藏大师版“金狮装”和
水井坊·晶猪贺岁“晶猪装”首度亮相。

金狮装以经典的典藏瓶形为基础，采用含金量不低于
97%的金箔作为瓶身狮首的贴饰，金箔采用的是有着 2500
余年历史的南京金箔技艺。作为水井坊的首支生肖酒，晶
猪装将晶莹剔透的生肖小猪“卧藏”在瓶身里面，用以表达
财富满盛的美好祝愿。据悉，两款新品均被国内顶级宴会

“正和岛家宴”选为指定用酒，受到高端圈层垂青。 （樊卫）

1月 3日-4日，茅台集团白金酒公司 2019年全国营销
大会在京举行。

茅台集团白金酒公司董事、总经理蔡芳新在会上作了
《茅台集团白金酒公司 2019年工作报告》，并把 2019年的
目标定为保持 50%以上的增幅。报告中提出：2018年，白
金酒公司提前超额完成了集团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2019
年，公司要做到调结构、稳增长、促效益，继续打造白金酒大
单品，早日建成“中国集成酱香酒新型服务平台”。 （晓辉）

白金酒公司召开2019年全国营销大会

1月 6日下午，2018年度郑州国际糖酒会优秀联络员表
彰大会暨迎新联谊会在郑州举行。

作为糖酒会和经销商之间的桥梁，全国联络员除了负
责每届郑州国际糖酒会的宣传工作外，还担负着组织本区
域内食品、饮料、酒水、食品机械、加工设备等相关行业经销
商参加郑州国际糖酒会的职责。目前，郑州国际糖酒会共
开发建设有效联络站近200个，涵盖了河南、河北、山东、山
西等 8个省份，2018年各地联络站共组织到场参观经销商
达8000多家。 （辛莉）

郑州国际糖酒会表彰2018年度优秀联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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