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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转型路 追梦新征程
——2018豫酒转型发展的“仰韶力量”

□本报记者 申明贵

回顾我们河南酒业的 2018

年，也恰恰是一幅以奋斗出成绩、以

转型促发展的秀丽锦图，激励着我

们每一个人不忘初心、砥砺奋进。

回望2018，仰韶之所以走得

踏实坚定，就是因为心怀梦想、奋

力追梦，让彩陶坊出彩了豫酒的

匠心与创新、走出了豫酒的速度

和模式、强化了豫酒的品牌与形

象。这一年，豫酒在追梦的赛道

上，绘就了转型发展的壮丽画

卷。几乎人人都是见证者，仰韶

以领航者的姿态与时俱进，成了

豫酒振兴的砥柱力量，这些成就

是新时代仰韶人挥洒汗水拼出来

的。事实证明，任何伟大的事业，

都始于梦想、成于实干。

1 月 19日，北京新华社大礼堂，
仰韶彩陶坊酒凭借过硬的品质和良
好的消费者体验，荣获“品牌中国·食
品好口碑”大奖。

3月 14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华全国手工
业合作总社发布了《关于表彰全国轻工
行业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的决定》，河南共有4家企业荣获“全国
轻工行业先进集体称号”，仰韶酒业成
为河南唯一获得该奖项的酒类企业，代
表豫酒、出彩中国。

3月 22日—24日成都糖酒会期
间，仰韶酒业斩获“中国食品最具潜力
奖”“行业双品牌杰出功勋企业”“金爵
奖”“2017中国酒业最具投资价值品
牌”，仰韶酒业董事长侯建光荣获

“2017中国酒业年度经济人物”，彩陶
坊力摘“中国高端白酒新势力品牌奖”。

3 月 26 日，2018 中国国际酒业
博 览 会 期 间 ，中 国 酒 业 协 会 发 布
2017年度“青酌奖”酒类新品TOP10
榜单，仰韶龙中龙凭借卓越的产品品
质、厚重的品牌文化入选“青酌奖”年
度十佳。

4月 17日—18日，中国酒业协会
第五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上对“2017
年度中国酒业协会科学技术奖”进行了
表彰，由中国白酒工艺大师、国家级白
酒评委、仰韶酒业董事长侯建光带队攻
关的《创新陶融型酿造工艺提高酒体融
合度的研究及应用》成为豫酒唯一获奖
项目，为河南白酒再添殊荣。叠加
2015与2016两个年度喜获的“中国酒
业科技进步优秀论文”奖，仰韶已连续
三年摘得中国酒业最高科技荣誉。

4 月 24 日，第 21 届郑州国际糖
酒会期间，2017 河南酒业年度总评
榜颁奖盛典在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作
为豫酒的领军品牌，河南仰韶酒业匠
心制胜、强者恒强，一举斩获荣耀中
原 2017酒业领袖（侯建光）、2017河
南酒业风云人物（卫凯）、2017 河南
酒业销售精英（马锋）、2017 河南酒

业金牌策划（王军学）、2017 豫酒振
兴金号角奖（尤全学、杨黎明）、2017
河南市场畅销酒（仰韶彩陶坊地利）、
2017 河南市场十佳口感酒（仰韶窖
香红瓷）、2017河南消费者喜爱的喜
庆用酒（仰韶窖香鸿运）、2017 河南
市场酒业销售模式创新奖（仰韶酒业
阿米巴模式）十项大奖，笑傲群雄，连
续三年创豫酒单场活动获奖纪录，成
本年度颁奖盛典最大赢家。

5月 21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中国酒业功勋企业、功勋人物颁
奖盛典既重大成果展”在京举行，河南
仰韶酒业有限公司及仰韶酒业党委书
记、董事长侯建光一道被授予“功勋企
业”与“功勋人物”荣誉。

5月 22日，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
委员会公布了“2018 年河南省质量
标杆名单”，仰韶酒业作为豫酒唯一
代表与其他行业的 38家企业共同被
授予“2018年河南省质量标杆”荣誉
称号，成为新时代下能够代表河南品
质、河南品牌、河南形象、河南精神的
河南名片。

8月24日，第22届郑州国际糖酒
会期间，2018中原酒业“金牛奖”评选
结果揭晓，仰韶酒业凭借近年来在中
原酒业圈中的突出表现，以品类制胜、
以科技引领、以文化强企，力摘“杰出企
业奖（仰韶酒业）”“杰出品牌奖（仰韶彩
陶坊）”“卓越人物奖（仰韶酒业董事长
侯建光）”“杰出人物奖（仰韶营销公司
总经理卫凯）”四项大奖。

9月28日，在中国千商大会·大连
酒业峰会颁奖盛典上，改革开放40年
——中国酒业风云榜出炉，仰韶酒业
一举揽下中国酒业风云品牌、风云企
业、风云人物（仰韶酒业董事长侯建光）
三项重量级大奖。

11月 21日，经过三天的激烈角
逐，河南省制曲职业技能竞赛圆满落
幕，仰韶酒业张振科凭借过硬的专业
技能脱颖而出，荣获个人第一名，展
示了仰韶酒业精琢品质的工匠精神。

目标引领航向，科技描绘蓝图。习近平
总书记不断告诫，“抓科技创新，不能等待
观望，不可亦步亦趋，当有只争朝夕的劲
头”。2018年，仰韶在品质提升、科技创
新领域多头行动、整体推进，成果显著：三
大科研平台成功搭建，陶融香工艺稳固定
型，智能化改造顺利推进。

三大平台保障：博士后研发基地——
河南省首个白酒博士后研发基地拥有全
省唯一的微生物实验室；CNAS 检测中
心——引进了先进的分析检测设备，专
注开展食品安全领域前沿课题的分析和
检测；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以科技成
果助推仰韶酒的品质不断提升，充分发
挥科技创新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重
要作用。

陶香研究深入：11月 1日，与中国酒
类行业权威学府——江南大学达成战略
合作，根据合作双方将从微生态及风味角
度分析陶香型白酒成因，深入挖掘陶香型

酿造工艺的核心价值，为品牌价值提升及
产品推广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智能改造推进：通过数次外派技术人
员外出学习，增强了检测科研团队的整体
技能水平；陆续引进了多名专业技术人
才，扩充科研队伍；实验室建设方面，可移
动发酵罐和智能发酵设备的同期引入，提
升公司重科研、重技术、重人才的科技创
新氛围，夯实品质仰韶、科技仰韶的根基。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安以质为
本，质以诚为根。品质和安全是酒类企业
传承发展的核心基础。2018年，仰韶酒
业以三体系认证（质量管理体系、HACCP
体系、环境体系认证）为突破，认真落实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做好质量手册和三级文
件的贯彻落实，完善了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建设平台，实现产品从原材料进厂到成品
出厂层层把关、环环相扣的食品安全保障
体系，被中食联盟（北京）认证中心授予

“中国白酒安全品质认证示范企业”称号。

2018年，从豫酒超级大单品仰韶
彩陶坊酒的稳健发力到彩陶坊天时酒
上市日、月、星，再到进驻西安，这一年
来，仰韶酒业高质量发展成果凸显，仰
韶彩陶坊酒在省内 18个地市全面开
花，市场销售连续 7年以超 30%的速
度增长，以实际行动、傲人业绩全面领
航豫酒振兴。市场增长的背后，是仰
韶酒业2018年度在产品方面的优化
完善，在会务营销方面的精耕细作，在
品牌打造上的创新引领，在公益慈善
方面的社会效应，在豫酒振兴中的一
马当先。

产品方面：1月 9日，为响应政府
号召，引领豫酒振兴，仰韶收购黄河
酒业并推出“龙中龙”大单品；8月 28
日，彩陶坊上市 10周年之际，为进一
步完善公司产品结构，谋划仰韶彩陶
坊品牌战略升级的重大举措，将彩陶
坊天时酒裂变为日、月、星三款产品，
提升彩陶坊品系的综合竞争力。

会务营销方面：2018年度，作为
河南名片——仰韶彩陶坊先后参与
了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外交部河南全
球推介会、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
2018中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
论坛、2018郑州国际航展、2018大河
财富中国论坛等数百场重大活动。
全年超过 87万桌宴会、2000余场高
端政商务会议将彩陶坊选为指定用
酒，有效覆盖了 1000万人次的终端
消费者。

品牌打造方面：牵手央视，全面
提升仰韶彩陶坊酒的品牌战略格局；
在全省特别是郑州市场加大户外与
社区媒体投放，为品牌战略提升做好
落地；冠名郑东新区如意湖游船，签
约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电子屏，强化仰
韶彩陶坊酒在郑州各地标场所的曝
光度；在全省 18个地市开展公益助
学活动，为提升品牌美誉度打下了坚
实的口碑基础；与河南日报、郑州日
报等党媒深度合作，全年占领《大河
报·大河酒坊》头版头条，有力释放了

品牌活力；组织“百家媒体看仰韶”讲
好陶香故事，大大提升了仰韶品牌的
行业影响力；与省内外 80余家媒体
建 立 沟 通 机 制 ，全 年 累 计 发 文 近
1000 篇 ，多 平 台 共 振 累 计 转 载
20000余次，影响人群超千万。

公益慈善方面：在全省18个地市
开展“爱心助考”活动，在高考期间为
考生及家长累计送出百万瓶水；在全
省 18个地市依次启动“党建光芒，点
亮希望·仰韶彩陶坊百万公益助学活
动”，并投资千万余元通过公益代驾、
敬老爱老等活动的持续开展，回馈社
会，传递了仰韶的品牌温度。

豫酒振兴方面：1月 17日，仰韶
酒业董事长侯建光受邀参加 CCTV
科教频道推介会，通过弘扬民族文
化，讲好仰韶故事，为豫酒振兴助力；
8月 2日：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工作
推进会召开，侯建光代表豫酒分享经
验；8月 21日，省长陈润儿在省政府
常务会议室主持召开全省白酒业转
型发展座谈会，侯建光代表豫酒汇报
工作，向全省推广仰韶经验；在全省
各地市刮起了一股彩陶飓风，年末的
36天时间里仰韶酒业共组织 32000
名豫商举办了 54场活动，推广豫酒
产品、聚力厂商共赢、助推豫酒振兴。

成绩都是奋斗出来的。极不平凡
的2018年，仰韶已经书写了难以磨灭
的精彩回忆；超乎寻常的2019年，仰韶
也必将引领豫酒记录下开拓美好未来
的壮志雄心。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也是贯彻落实豫酒转型发展行动
计划的关键年，更是“仰韶再出发”战略
实施的第二年，以高质量发展助推豫酒
振兴、以优异的成绩献礼祖国70华诞、
以更加出色的业绩推进百年实业梦想，
意义重大、使命光荣。只要每个仰韶人
都把个人的奋斗融入企业的转型发展
之中，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必定
能汇聚仰韶崛起的磅礴力量，一步一个
脚印迎来豫酒振兴的光辉前景。

2019年，豫酒振兴看仰韶！

31项殊荣——
有力展示豫酒形象

稳步增长——
实力引领豫酒振兴

科研创新——
用科技助力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