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 17日，“财智少年，智享未来——
元青花·洞藏年份少年财智培养活动”在南
阳建业森林半岛假日酒店正式启动。公司
专程从深圳邀请到专注儿童教育十余年的
两位高级少儿财商导师为现场的家长与小
朋友们带来了一场充满智慧的财商培训。

活动开始后，几大主题相继展开。财
商大讲堂，家长要离开孩子，来一场财商知
识补修课。财赋大玩家，小朋友组队，家长
观战，孩子们很快学会了低买高卖，在心中
埋下管理金钱的种子。游戏的魅力，让学
习变得简单起来。前一秒还拘谨的孩子
们，下一秒紧抱在一起，前一秒还端着架子
的家长，下一秒重回七岁孩童的世界。更
重要的是，活动成为孩子培养财商的起点。

河南赊店商业有限公司南阳区域年份

酒高级经理吴皖豫在致辞时说，本次活动
定向邀约元青花·洞藏年份酒部分核心客
户家庭成员参与，希望通过活动能在财商
教育中给到场的客户一些帮助和启发。今
后，此类活动还会经常性举办，以此体现赊
店老酒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程龙）

日前，第十四届中国全面品牌管理论
坛在郑州举行。来自全国 20多家品牌社
团组织、品牌研究机构、品牌服务机构和部
分企业代表共同探寻新时代条件下中国品
牌国际化发展道路。

作为豫酒的代表产品，国字宋河六号
被组委会指定为此次论坛唯一用酒，以无
可挑剔的品质和代表性的口感获得了主办
方和与会嘉宾们的一致好评。

据悉，在这个汇聚全国品牌先进思想
的论坛上，主办方对于指定用酒的选择慎
之又慎。首先，品牌要叫得响。宋河酒业
拥有50年的建厂历史，宋河产品是河南省
唯一的浓香型中国名酒，又有得天独厚的
老子文化作为品牌背书，再加上近年来“中
国礼遇，国字宋河”的产品诉求，无疑和此

次论坛有很高的契合度。其次，指定用酒
要有有口皆碑的品质。论坛组委会负责人
说，在去年年底中国酒业协会举行的 240
名国评对全国市场所有畅销酒的盲品中，
国字六号位居 300元-500元价格区间的
全国第四名，毋庸置疑是河南的品质好酒，
所以主办方经过对比坚定地选择了来自宋
河酒业的国字六号为本次论坛的唯一指定
用酒。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十四届中国全面
品 牌 管 理 论 坛 上 ，宋 河 品 牌 还 荣 获 了

“2018河南影响力品牌”奖项。业内人士
认为，这是宋河品牌的力量，也是宋河各系
列产品的品质和上万宋河人匠心的展现，
更是宋河品牌背后的强大实力和社会责任
担当的彰显。 （利艳）

国字宋河闪耀“第十四届中国品牌管理论坛”
日前，仰韶酒业组织召开了两场会议，

宣告新一年新目标、新征程的开始。
2月 18日晚，仰韶酒业2019年元宵节

文艺晚会在渑池县仰韶酒厂举行。来自渑
池县的领导及仰韶酒业党委书记、董事长
侯建光，仰韶酒业党委副书记、营销公司总
经理卫凯，仰韶酒业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郭
富祥等，观看了公司生产、销售、财务、行政
等岗位上百余名职工的精彩文艺表演。

2月 19日，“仰韶酒业 2018年度中层
以上干部述职报告会”又在仰韶酒业生态
酿酒园区内召开。来自生产与销售两大系
统的100余名中层以上干部职工与会。会
上，卫凯和郭富祥分别围绕各自主管的销
售和生产工作展开了述职，中层以上干部
按序就各自的部门工作展开了述职。由此

全面拉开了2019年仰韶酒业的奋斗序幕！
侯建光在做总结发言时强调，2019年

的发展宏图已经铺展开来，大家要坚定攻
坚克难、舍我其谁的奋斗信心，向着“争做
新时代仰韶人，实现企业稳步、健康的高质
量发展”的目标砥砺奋进！ （黎明）

仰韶酒业两场会议开启2019年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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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业资讯

2月 15日下午，五谷春酒业举行了以“金猪拱元宵，五
谷春意浓”为主题的第三届元宵猜灯谜活动，公司精心准备
了数百条灯谜供大家竞猜，谜面、谜底的种类繁多，内容涵
盖文学、地理、历史等知识，生动有趣，既具娱乐性，又具知
识性。400余名公司员工参加了本次活动。

通过活动，增添了节日气氛，丰富了员工们的文化生
活，也增进了员工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强化了企业的团队精
神和文化建设，为企业实现转型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紫）

五谷春酒业举办第三届元宵猜灯谜活动

寿酒集团组织2019年度新员工入职培训
2月 16日至17日，河南寿酒集团组织了2019年度新员

工入职培训，内容有集团企业文化、发展概况、安全知识、酿
造基础知识、白酒文化与产品知识、职业道德素养等。通过
培训，提升新入职员工对集团的了解和归属感。

多年来，河南寿酒集团坚持“办学习型企业、育知识型
员工”的理念，多渠道引进和培养人才。此次新员工入职培
训，进一步体现了寿酒集团“以人为本”的公司管理理念，为
公司发展壮大奠定了人才基础。 （李松虎）

□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朱西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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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湖酒业作为“五朵银花”之一，这一

年来，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张彪：自从 2017 年省委、省政府做出
豫酒振兴的重要战略决策以来，政府和社
会各界对白酒生产企业的关注度越来越
高，对企业的扶持力度也越来越大。

一年多来，贾湖酒业集团在社会各界
的关心帮助下，在广大干部职工的齐心协
力下，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销售收入及缴纳
税金大幅度增长，做大做强企业的信心和
决心也越来越强。

记者：2018 年，贾湖酒业在加快转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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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彪：贾湖酒业集团在生产上一直以
来秉承“酿造一瓶好酒”的初心，坚持“少出
酒、出好酒”的原则，延长粮食的发酵时间，
降低出酒率，提高优质率。企业所在的舞
阳县拥有“沙、澧”两河优质的地下水源，拥
有多样化的微生物菌群环境；公司还拥有
40多年不间断发酵的老窖池，百年历史的
木制酒海群以及优美的厂区环境，为酿出
好酒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2017年，集团引进了“数据采集与监控
系统软件应用程序”，对大曲培养过程进行
实时瞬时数据采集，成功生产出优质高温
大曲，此项技术在省内处于先进地位。

与此同时，公司结合舞阳当地独特的
气候、地理条件，在工艺上精耕细作，自主
研发出独具特色的贾湖原香型白酒。应用
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出小曲酒生产工艺，并

对大曲酱香酒的生产工艺、生产设备进行
了大胆创新并实现突破，成为“河南省纯粮
固态发酵白酒酿造生产示范企业”，原香型
白酒工艺成功获得专利，在去年的全省制
曲比赛中获得了个人第二名、团体第三名
的成绩。贾湖酒先后获得“河南省十大名
酒”“河南省文化名酒”“河南酒业金爵奖”
以及中国酒类新品最高奖“青酌奖”等，
2018 年在“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奖赛”
上，又获得“两金一银”，“贾湖”商标被认定
为中国驰名商标。

豫酒振兴新背景下，贾湖酒业集团在
营销工作上以市场为导向，建立了融合经
销商、直营分销、电商、私人定制、跨界合
作、大商联盟的运营模式，同时与京东、淘
宝、苏宁易购、好酒网等多个主流互联网公

司合作，线上线下联动。其间，公司还赞助
了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2018漯河环沙
澧河国际马拉松赛、中原龙舟赛等大型活
动；开展了“万人梦工厂探秘之旅”“扫码抢
红包”等体验互动式营销；持续开展“万坛
美酒送家乡人”公益活动。这一系列举措
使贾湖酒业集团品牌影响力和产品美誉度
得到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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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

湖酒业相继推出了贾湖·东方道、中原味道

等系列产品，上市后均受到公众欢迎。请问

下一步是如何考虑打造大单品的？

张彪：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公司将原来
的30余种产品优化到目前的3款核心大单

品：“贾湖·东方道”作为高端品牌，是未来5
至 10年的战略产品，其香型为贾湖酒业独
创的贾湖原香型，兼采浓、酱、清香之长，由

“双料”国家级白酒大师王永亮精心酿制；
“贾湖·中原味道”作为一款特色文创产品，
致力于打造一款中原人专属的特色白酒；

“富平春·华贵”系列产品是公司的老品牌，
在漯河及周边地区具有一定影响力，是一
款家乡人的亲民酒。未来，公司将继续从

“品牌打造、创新营销、系统推广”等方面着
手全省布局，抢占中高端产品价格带，力争
使“贾湖”品牌成为豫酒市场上的核心大单
品之一。

记者：作为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关键

的 2019 年已经来临，贾湖酒业在“抢抓机

遇 加快发展”方面，具体的战略构想是什

么？

张彪：近年来，贾湖酒业集团占 9000
年贾湖文化之天时，享“豫酒振兴”之红
利，从“稳步提升”到“快步推进”，逐步走
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2019年，集团的
战略目标是：“成为豫酒增长性最快最强
的酒企”；战略构想是：“突出优势，区域为
王，省内布局，省外拓展，双轮驱动，跨越
发展”。

下一步，将通过一系列保障措施，全
面推进集团目标落实。一是打造优质酒
生产基地和原料生产基地，优化原酒品
质，提升原酒生产动力；二是创新营销模
式，全面实现厂商资源优化组合，进一步
提高“贾湖”的品牌认知度；三是积极引进
专业人才，提高技术人员的能力水平，为
贾湖酒业的发展奠定人才基础；四是深度
挖掘贾湖文化价值，把贾湖品牌做成在河
南以及全国叫得响的白酒品牌。

夯实基础 创新营销 做强品牌
——访贾湖酒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彪

元青花·洞藏年份酒少年财智培养活动启动

2 月 20 日，以“新三年 新模式 大变
革 大未来”为主题的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
司（下称“杜康控股”）2019财年销售启动
大会在郑州启幕。杜康控股全体高管团队
及来自各地一线的销售精英参加了当天的
会议。

会上，公司总经理王鹏从“踏踏实实、
聚焦重点、任人唯才”三个层面，勉励和要
求杜康人面向未来，务实而为。他说，对杜
康人来说，新的一年意味着新的挑战。面
对严峻的白酒市场形势，杜康人要一步一
个脚印，有信心、有决心、有耐心，携手开创
杜康“新三年”的全新篇章。杜康控股销售
总经理柳向阳发布了杜康“新三年”战略规
划。他强调，2019 年是公司的基础搭建
年，2020年要实现杜康快速发展，2021年

力求达成规模化扩张。随后，柳向阳对达
成三年目标进行了战略分解。

市场部总监崔俊伟则从产品策略、市
场策略分享了《重塑杜康力量》；人力资源
部总监姚莉在会上说，“新三年”公司将聚
焦薪酬体系搭建，重塑人才激励新定位；公
司推广部对 2019年公司的推广策略进行
了介绍，未来的重点将继续以夯实市场基
础，强化消费者培育，不断创新营销推广模
式为重点，推动杜康品牌有序发展。新的
一年，杜康人将乘风破浪，为传播中华优秀
酒文化、助力豫酒振兴而砥砺奋进，勠力前
行。

会议最后，公司向多年来为企业生存
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入职五年以上和十
年以上的老员工进行了奖励。 （孟振峰）

杜康控股举行2019财年销售启动大会

突出优势，区域为王，省内布
局，省外拓展，双轮驱动，跨越
发展!

贾湖酒业集团董事长 张彪

2月 17日，正月十三，由宝丰酒业独家冠名的 2019“宝
丰酒杯”马街书会正式开场，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上千名艺人
云集于此，说书会友、弹唱献艺。

占地 600多亩的主会场中，人海如潮，河南坠子、豫西
大鼓、三弦书、快板、评书，鼓曲声声，此起彼伏。今年的马
街书会还启用了建筑面积约为 7500平方米的中国曲艺交
易中心，可同时为河南坠子、大调曲子等10多个曲种提供表
演场地，投入使用后有望让马街书会永不落幕。 （朱平）

2019“宝丰酒杯”马街书会激情上演

豫坡集团召开2019年目标管理工作会
日前，豫坡集团营销公司分别组织召开了西平营销中

心、驻马店营销中心和县级营销中心目标管理工作会议。
会议就如何进一步明确目标、找到差距、责任到人进行

讨论，对 2018年销售业绩进行回顾，并对 2019年营销规划
进行安排部署。各办事处主任针对数据分析畅谈个人感
受，市场监察部经理李新建就强管理、重落实、严执行做了
发言。营销公司总经理张建峰要求大家，明确目标，坚定信
念，为豫坡的持续快速发展和豫酒振兴贡献力量！ （登科）

日前，第一届夏邑酒商大会在商丘召开。河南省商务
厅副厅长李若鹏，商丘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倪玉民，河南省酒
业协会会长熊玉亮、副会长兼秘书长蒋辉，夏邑县酒商商会
主要发起人、酒客来董事长鹿申等嘉宾及来自全国各地的
夏邑籍酒商代表参会。

会上，李若鹏对夏邑县酒商商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她表示，夏邑酒商聪明勤劳，又有家乡情结，希望大家
在全国各地整合各种资源，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为豫酒拓
展市场出谋划策，讲好豫酒故事，传播豫酒文化，成为推动
对外交流合作的新窗口。

据鹿申介绍，为了推动夏邑酒商转型发展，支持他们与
豫酒骨干企业进行战略合作，酒客来以与夏邑酒商合作为
先导，加快了省外布局，未来将在全国各省市成立办事处，
助力豫酒企业走出去。 （千晓静）

第一届夏邑酒商大会在商丘圆满落幕

古井受邀参与“中华老字号 故宫过大年”活动
日前，为期13天的“中华老字号 故宫过大年”大型展示

活动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落幕，作为“中华老字号”优秀企业
代表之一的古井贡酒应邀参展。

古井贡酒携“年份原浆体系白酒、哈萨克斯坦世博会纪
念酒、2019 年猪年纪念酒收藏版”以及“古井贡酒 1979、
1989纪年酒”等产品参与了展会。来自商务部、安徽省的领
导先后来到古井贡酒展区参观指导，并殷切希望古井贡酒
继续发扬工匠精神，做好中国白酒的传承与创新。 （李卓）

“白云边之夜九象老酱之春”答谢会举行
2月 16日下午，由河南九象酒业有限公司主办的“白云

边之夜九象老酱之春”2019新春答谢会在郑州举行。
河南九象酒业是白云边酒的优秀经销商，2018年又联

合贵州茅台镇金酱酒业打造了九象老酱酒。公司总经理鲁
晓伟会上通报了 2018年河南市场白云边系列酒及九象老
酱酒的销售业绩：白云边系列产品销售额突破 8000万元，
九象老酱酒销售额突破 1000万元。会上还对 100多家优
秀合作伙伴和48名优秀员工进行了表彰。 （申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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