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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市场 品牌升级 寿酒集团发展加速
——2018年河南寿酒集团发展大事记

2018年 1月 1日

河南省百泉春酒业有限公司完成
了河南寿酒集团的组建，中央电视台
CCTV-10 发布百泉春品牌广告。这
是继 2017年 3月 1日河南寿酒集团登
录央视新闻频道后再次登录央视。

2018年 1月 19日

在太行酒城举行“2018 首届中国
寿酒文化研讨会暨河南寿酒集团揭牌
仪式”，来自中国酒业协会、中国酒类流
通协会、中国副食流通协会以及省市县
的各级领导，国内白酒界的专家、省内
外主流媒体的记者和 200多家百泉春
经销商，共同见证了这一盛会。

2018年2月2日

河南省寿酒集团有限公司经新乡
市工信委的审核推荐，被河南省白酒业
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
家组综合评定为河南省白酒行业“五朵
银花”企业。

2018年2月25日

公司来到辉县市薄壁镇马庄村，看
望该村 104 岁长寿老人，对老人 70岁
的儿子儿媳数十年如一日精心照顾老
人的事迹给予称赞，从而开启了河南寿
酒集团“弘扬孝道文化教育活动”的序
幕。

2018年3月 19日

根据国家新的食品生产许可管理
办法规定，河南寿酒集团进行食品生产
许可证审核认证，由原来的QS标志改
为新的 SC标志，此次审核认证通过是
对公司生产安全工作的再次肯定。

2018年4月 13日

中食联盟认证中心专家组到河南
寿酒集团开展2018年度国优酒类产品
登记认证工作。这是河南寿酒集团自
2005 年以来连续 13 年通过国家酒类
产品质量等级国优认证检查，是寿酒集
团多年来对食品安全高度重视的体现。

2018年4月23日

在第二十一届中国（郑州）国际糖酒食
品交易会开幕，河南寿酒集团在郑州举办
全国经销商酒会，来自全国的 200多名经
销商代表，10多家主流媒体记者品美酒、
话友情、谋双赢。并与郑州、焦作等地经销
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

2018年4月29日

第十届“寿酒杯”乒乓球擂台赛开幕式
在滑县综合体育馆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
地的参赛者及领导、嘉宾参加了开幕仪式，

“寿酒杯”乒乓球擂台赛从 1995年开赛以
来，已经成功举办了九届，越来越多的乒乓
球爱好者关注并参与，成为当地一项群众
性的常规性乒乓球赛事。

2018年5月5日

河南寿酒集团冠名后，首场河南建业
队主场比赛就取得了胜利，寿酒也借助这
场胜利在全省球迷中成为美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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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品健康寿酒·赏月季牡丹”大
型游园活动开幕式在河南寿酒集团曲酒生
产基地激情开启，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
代表、媒体记者、行业协会领导和当地万余
名消费者共同见证了开幕盛况。通过游园
活动，让更多的消费者走进了寿酒集团的
生产基地，走进了太行酒城，了解了鲜为人
知的寿酒文化和传统现代完美整合的酿酒
技艺，让更多消费者、经销商成为寿酒的忠
实粉丝。

2018年5月22日

河南寿酒集团在辉县市“百企帮百村”助
推脱贫攻坚动员会后与上八里镇中八里村签
订了《扶贫战略合作协议》。在帮扶贫困村脱
贫攻坚工作中全额出资、协调施工队进行道
路硬化、绿化4000平方米，为中八里村捐建
公共设施、就近安排公益岗位等帮扶工作。

2018年5月30日

新乡市工信委主任杜家武、副主任张
新福一行到寿酒集团调研指导工作，调研
组详细了解了公司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寿酒集团在各方面做
出的成绩给予肯定。辉县市副市长宋建杰
表示，将进一步优化企业内外部环境，促进
问题解决。杜家武提出，寿酒集团要抓住

“豫酒振兴”发展战略，练好内功、提升品
质，以质取胜。

2018年7月6日

为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
展诗词之乡创建活动，提升城市文化品
位。新乡市文联、辉县市文联和相关协
会负责人参观河南寿酒集团诗词书法碑
廊。

2018年7月 12日

在“百企帮百村”助力扶贫中河南寿
酒集团扶贫的上八里镇中八里村樱花大
道开工。

2018年8月23日

新乡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祁文华及市
工信委、市财政局、市商务局、市食药监
局、市科技局、市农牧局等领导莅临河南
寿酒集团有限公司调研白酒业转型发展
工作，全面践行省委、省政府“豫酒振兴”
发展战略。

2018年9月27日

河南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督
导组在组长陈振杰带领下进河南寿酒集
团开展调研、督导。督导组实地察看了
河南寿酒集团的生产经营情况，随后召
开了座谈会。新乡市政府副秘书长唐俊
生、辉县市副市长宋建杰及各行政单位
领导先后针对豫酒转型发展过程所做的
工作以及存在的问题做了详细的阐述，
同时也对寿酒集团的转型发展提出了宝
贵的建议。

2018年 10月 1日

以南太行旅游为依托建立南太行旅
游寿酒自贸区，与各旅游公司建立长期
的战略合作关系，让更多的人走进寿酒
集团。

2018年 10月 18日

“2018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
大奖赛颁奖仪式”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
尔市政厅举办。河南寿酒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的“46度洞藏酒”荣获银奖，公司荣
获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奖赛多
次获奖企业。

2018年 10月24日

第 99届长沙秋季全国糖酒会开幕之
际，由河南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办、河南省商务厅承办的

“醇香河南，豫满中华——河南名酒推介
会”在湖南长沙举办，河南寿酒集团来自
全国各地酒企、采购商、销售商等约 1000
人参加了此次推介会。

2018年 12月21日

新春来临之际，河南寿酒集团在滑县
举办迎新答谢会，寿酒集团公司代表及寿
酒滑县总经销等欢聚一堂、把酒言欢，回
顾2018，展望2019。

2018年 12月27日

把盏寿酒，感恩客户！2019寿酒集团
新乡年会在新乡国际大酒店举行，河南省白
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朱鸣，省白酒
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副总编辑肖建中及新乡市、辉县市
主要领导和经销商、媒体记者共500人，齐
聚一堂，共话发展，共谋豫酒振兴。

2018年 12月 18日至31日

河南寿酒集团举办了 2019 年“迎双
节”岗位竞技与文体活动竞赛。12月18日
在峪河曲酒生产举办了生产技能比武大
赛。公司财务副总李建平表示，举办竞赛
的目的就是培养和鼓励专业技术型人才，
提高一线员工的白酒酿造技能水平，激发
员工的工作热情和竞争意识，促进车间与
车间之间技能交流，员工与员工技艺比拼，
全面倡导工匠精神，在公司营造一个积极、
正面的工作氛围。

第二届“品健康寿酒·赏月季牡丹”大型游园活动现场人气很旺

中食联盟认证中心专家组对寿酒集
团国优白酒认证审核

寿酒冠名中超球赛电视直播，建业
队主场比赛胜利后现场气氛热烈

□本报记者 李宗宽
本报通讯员 贺建国 黄林

商事制度改革是深化“放管服”改
革的当头炮、先手棋，党的十九大报告
明确提出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支
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
活力”。

自“放管服”改革以来，特别是
2017年 5月洛龙区被国务院确定为全
国 100家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
工作试点单位以来，洛龙区行政服务
中心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优化服务
举措，不断为企业“松绑”，为群众“解
绊”，多项工作走在全市、全省前列，优
化营商环境跑出“洛龙速度”。

只进一扇门，124 个事
项实现“最多跑一次”

洛龙区常住人口约 40万，是洛阳
市委、市政府所在地，辖区内企业众
多。“放管服”改革扎实推进以来，按照

“一网通办”前提下“只进一扇门，最多
跑一次”要求，洛龙区行政服务中心把
为企业和群众办好“一件事”作为工作
重点，积极创新服务方式和措施。

主动梳理“四办”和“最多跑一次”
事项。该服务中心围绕涉及群众利
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领域和服务事项，

多次对权责清单、公共服务事项、行政
处罚事项进行全面梳理，对公开标准
和流程进行了规范。2018 年 7 月、8
月，在全市率先公布本级第一批“四
办”和“最多跑一次”事项清单，124
个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下一步，
我们仍将采取成熟一批、公布一批、实
现一批的办法，以点带面，逐步实现全
部事项‘一趟办结’。”洛龙区行政服务
中心主任王兴堂介绍。

办好小窗口，服务大营商，617项
审批和服务事项实现“一窗受理、分类
审批”。该行政服务中心严格按照“三
集中、三到位”的工作要求，对相应审
批职能进行了集中整合，目前全区 26
个具有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部
门已100％入驻服务大厅，全区617项
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已 100％入驻中
心，基本达到“大厅之外无受理、清单
之外无审批”。在“一窗受理”集成服务
新模式方面，洛龙区行政服务中心还根
据实际情况，按照事项相近原则实行了

小综合，共设置法人业务综合专区、自
然人业务综合专区等五个综合审批专
区。各业务专区全面实行“一窗受理”，
服务大厅全部实行“前台统一受理、后台
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

“互联网+”，让企业少跑
腿好办事

营商环境是一个地方发展的重要
软实力，也是核心竞争力。为适应“互
联网+”模式下的新型政务服务模式，
洛龙区行政服务中心积极推动政务服
务由实体大厅向网上大厅、手机终端、
微信终端延伸，让信息多跑路。让群
众少跑路。

建成网上办事大厅。洛龙区行政
服务中心先后投资 300 余万元建设

“智慧洛龙”网上办事大厅系统，以工
商、税务、卫生、残疾人服务等高频事
项为重点，先后打通了与国税地税、食
药监等业务审批系统的连接，促进了
部门间的数据互通，目前实现了 70%

以上行政审批服务事项网上可办。该
服务中心积极研究和探索政务服务新
方法，以“用户思维”，加快政府职能转
型，把 O2O 商务服务模式，运用到政
务服务中，积极推动政务服务由实体
政务大厅向网上政务大厅延伸，从
2017年 9月 12日起，“智慧洛龙”政务
审批服务平台，全程电子化税务业务
系统、工商登记系统、远程身份认证、
电子签名功能,正式上线试运行，使
175项税务业务和工商业务，实现全程
电子化办理。

一掌一天地，一端一世界，2016年
8月，洛龙区行政服务中心从解决群众
和企业办事的“难点”“堵点”入手，以群
众企业办事比较高的事项为重点，依托

“智慧洛龙”政务平台，先后研发了手机
APP、微信办理工商、税务、社保、残疾
人证等审批小程序，使企业和群众足不
出户，就能享受政务服务，分享改革红
利，至今通过APP办理的营业执照，占
注册总量的95％以上。

优化营商环境 跑出“洛
龙速度”

继 2014 年在全国率先注册首例
大学生“宿舍公司”、在全省率先实行

“一照三码”登记制度后，近年来，洛龙
区在“放管服”改革中，不断创造便利
营商“新高地”，政务服务由“面对面”
转向“键对键”，行政审批实现“零见
面”，企业注册登记、办理税务事项，真
正进入“无纸化”“全程电子化时代”，

“跑一趟办结”跑出新速度。
自我加压，将企业开办时间减为4

个工作日。为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
间，洛龙区行政服务中心快速行动，召
集工商、税务等部门业务骨干分析和探
讨压减企业开办落地时间的方法，通过
再造审批流程，自我加压，挖掘潜力，将
洛龙区目前企业开办时间平均12个工
作日压减为4个工作日，比国务院要求
的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到 8.5 天，少 4.5
天，最大限度降低了企业开办政策性交

易成本。截至目前，洛龙区企业通过绿
色通道办理业务近1800家。

为进一步服务纳税人，方便老百
姓，去年 7月开始，在全市率先推出服
务大厅复印全免费便民措施。对老百
姓在大厅办事所需要提供的材料和证
件等相关复印实行全免费。小举措，
大民生，该措施一经推出，便得到了办
事群众的广泛好评。

此外，该行政中心还在全省率先实
行“一趟办结、邮寄送达”便民服务新举
措，截至目前，已经邮寄送达营业执照
等各类证件583个，税务发票7475份。

为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2018
年6月，洛龙区行政服务中心还在炎黄科
技园内建成投用全省首家城市政务会客
厅，首批工商、税务、食药监、社保四类23
项审批和服务事项实现了“就近办”。

一连串的商事制度改革“福利”，
激活辖区市场活力，“能公开、尽公开”

“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已成为全
区上下的共识，不仅让辖区群众满意，
还吸引许多其他辖区企业、群众来办
事。据统计，区行政服务大厅年办件
量达到 130 万余件，工作日平均每天
办件 5000余件，办结率和满意率均在
99%以上。2018 年 9月，洛龙区基层
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已
顺利通过省政府办公厅的评估验收。

洛龙区行政服务中心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水平

探秘优化营商环境的“洛龙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