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明民权葡萄酒亮相第13届国际投洽会
4月 8日上午，以“开放合作、中原出彩”为主题的第

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郑州开幕。
作为河南地产葡萄酒龙头企业的天明民权葡萄酒有

限公司，携旗下主力单品“河南红”赤霞珠干红葡萄酒亮
相大会，并被指定为大会唯一官方用葡萄酒品牌，在欢迎
晚宴上赢得国内外友人们一致点赞。据悉，这已是“河南
红”第二次被国际投洽会选为指定接待用酒，此前它还曾
被选为 2014年河南—香港经贸交流合作系列活动唯一
指定葡萄酒、2017年中国—东盟会展行业合作论坛宴请
用酒，成为河南地产葡萄酒的品质担当。 （彭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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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习酒郑州区组织清明祭奠先烈活动
清明节前夕，贵州习酒郑州区组织经销商、片区工

作人员赶到郑州烈士陵园，开展了以“缅怀先烈、致敬英
雄，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主题的清明祭奠活动。

贵州习酒郑州区总经理梁大方表示，贵州习酒公司
坐落在红军四渡赤水的二郎滩渡口，那里传承着深厚的
红色基因，习酒人将牢记历史、一如既往地继承和发扬
先烈们的长征精神，追忆他们的丰功伟绩，缅怀他们的
崇高精神。随后，大家又来到曾赴习酒公司参观调研并
留下墨宝的军旅作家魏巍先生的墓地进行了祭奠，以表
达对这位革命先辈的崇高敬意。 （蔡明衡）

“天之基杯·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启动
日前，豫坡集团联合西平县作家协会启动了“天之

基杯·我和我的祖国”庆祝新中国 70华诞征文大赛。豫
坡集团总经理王清华对各位作家的到来表示欢迎。

据悉，此次征文旨在通过讲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个人
和家庭的精彩故事，感悟时代变迁和生活变化。作品要
求坚持主旋律，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展现伟大祖国、大
美西平、生态豫坡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抒发爱国情、爱家
情、奋斗情、创业情。征文截止日期为7月 30日，届时将
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及优秀奖若干
给予奖励。 （徐登科）

日前，第十三届中国郑开国际马拉松赛
正式开跑，来自五湖四海的跑友们齐聚在郑
开大道，挥洒汗水，释放运动激情。

来自宋河酒业的主力大单品——国字
宋河六号，被选为“2019 郑开国际马拉松
赛官方指定白酒”，用实际行动礼遇马拉松
赛事。赛场上，由百余名员工组成的宋河
酒业马拉松跑团惊喜亮相，吸引了众多目
光，展现了宋河酒业朝气蓬勃、努力向上的
风采和挑战自我、永不放弃的企业精神。
庆功晚宴上，宋河国字六号作为晚宴指定
用酒，更是以醇香的口感、无可挑剔的品
质、极具河南地域特色的文化赢得了大家
的一致好评。

作为赛事官方指定白酒，宋河酒业在
品牌展示区布置了各式各样宣传海报和产
品展示，吸引了大量跑友前来围观和品

鉴。来自周口的资深跑友周先生欣喜地
说：“在马拉松赛场遇见家乡名酒国字宋
河，让我内心无比惊喜，我为宋河感到骄
傲。”

正如宋河总裁朱景升所说：“马拉松赛
事和做酒有相同之处，也有所不同。相同
的是两者都在为实现梦想、超越自我而奔
跑，不同的是，任何体育赛事都有终点，但
宋河人为消费者酿造好酒的事业和初心却
永远没有终点。”

宋河酒业品牌部经理乔仲凯则说：“从
2007年到 2019年，郑开国际马拉松已经成
为国内最具人气的国际马拉松赛事之一，赞
助这项赛事，正是宋河酒业积极倡导健康品
质生活的表现，也是责任宋河、活力宋河的
一部分。”

（利艳）

国字宋河被选为郑开国际马拉松赛指定白酒

4月 8日，舞台剧《一句顶一万句》之出
延津记郑州首演媒体发布会在郑州举行，原
著作者刘震云、导演牟森以及洛阳杜康控股
销售公司总经理柳向阳出席活动并致辞。

据悉，该舞台剧《一句顶一万句》的一个
重要特色是全部用河南方言演出。河南人
排河南戏，河南人演河南戏，让人物更加可
信，更接地气儿，作品也更有力量，更充满质
感。发布会上，河南籍著名作家刘震云感谢
了杜康控股为艺术创作和传承传统文化作
出的支持与努力。

柳向阳在致辞时说，杜康是五千年中国
酒文化的代名词，也是中原文化的名片，作
为根植于河南的企业，杜康人为厚重的中原
文明而骄傲，也有责任将河南源远流长的历
史文化发扬光大。《一句顶一万句》这部文学

作品，故事源于河南，结束于河南，写的是河
南人、河南事，蕴含了丰富的河南乡土文化，
也体现出河南人的精神风貌。杜康愿借助
《一句顶一万句》舞台剧在郑州发布的契机，
让更多人了解河南，为中原经济腾飞、河南
更加出彩贡献杜康的力量。 （孟振峰）

杜康助力刘震云名作亮相河南话剧舞台
4月 7日，赊店老酒举行了 2019年第

一季度营销工作总结暨第二季度营销工
作启动会。会议围绕着年初制定的“营销
翻番”战略目标，全面总结了赊店老酒
2019 年第一季度各项工作，在认真分析
了当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后，对第二季度
工作进行了安排和部署。

据悉，赊店老酒一季度整体任务完成
率为102%，其中高端产品元青花·洞藏年
份酒同比增长146%，实现了2019年销量
开门红。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白酒市场，这
一可喜数据体现了消费者对元青花·洞藏
年份酒的认可。

元青花·洞藏年份酒，原酒酿自 500
年明清古窖池，因而酒体更加饱满和厚
重；后藏于恒温恒湿的山体洞藏酒窖之

中，历经岁月呵护，去烈存柔。因此，上市
后的元青花·洞藏年份酒厚而不烈，终成
洞藏柔香佳品。洞藏年份酒这一品类因
此也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喜爱。

近年来，赊店老酒以消费者需求为核
心，不断提升酒体品质，这也成为其践行
豫酒振兴的主要路径。在市场营销方面，
公司同样在进行着不断创新和突破。进
入 4月，由公司主办的赊店老酒首届枚王
争霸赛也已拉开了帷幕。4月 7日，来自
社旗唐庄和下洼的两支队伍已经进行了
首轮的激烈争夺。4月 14日，出线的队伍
将在仪狄广场展开最后的“枚王”争霸。

因此，在品质和市场双重发力下，元
青花·洞藏年份酒未来一定有望成长为豫
酒市场上的大单品之一。 （宗孝帅）

元青花·洞藏年份酒再获市场认可

彩陶坊天时获澳大利亚前贸易部长点赞
4月9日，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期间，由河南省商务厅、河南省贸
促会联合主办的“豫商助力中原更出彩座谈
会”在郑州举行，来自海内外的异地河南商会、
河南异地商（协）会等百余家单位同聚一堂，共
商发展大计！

朋友来了有好酒！会议期间举办的“豫
酒振兴餐叙对接会”上，作为豫酒中高端白酒
代表的彩陶坊天时酒，以至臻陶香品质赢得中
外友人们的青睐。宴席上，源自7000年前仰
韶文化的彩陶小口尖底瓶，吸引了中外客商们
的关注，河南省商务厅厅长张延明特意邀请前
来参会的澳大利亚前贸易部长安德鲁·罗布等
品鉴了仰韶陶香。大家频频举杯、啧啧称赞，
安德鲁·罗布满饮了一杯彩陶坊天时酒后，更
是竖起大拇指，直呼“yes，very good！”

一同与会的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

表示，“成大事，应天时”在这种场合诠释的恰
如其分。外国友人普遍热爱中国文化，对有着
7000年文明的仰韶彩陶文化更是有探本溯
源的好奇心，从7000年前仰韶文明中走出的
彩陶坊天时酒不仅能够对外推介河南、传播中
华文化，其独特的陶融香更寓意着开放中国、
开放河南的包容和胸怀。 （黎明）

鹿邑：多措并举 助推宋河转型发展
□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朱西岭

2018年，宋河酒业呈现出高速度、高质
量增长态势，销售收入和入库税金同比分别
增长了 18．97％和 17．79％，鹿邑本地市场
销售收入更是同比增长了 28％以上。这得
益于鹿邑县委县政府的全力支持。面对已
经到来的 2019年，鹿邑县新的助推宋河酒
业发展计划已落实并开始执行。

政企合力，2018年主推三大措施

回顾 2018年，鹿邑县委县政府确立了
三大措施，助力宋河酒业加快发展：

一是站位全局谋划宋河酒业发展振
兴。2018年全县共召开了 9次振兴宋河酒
业联席会议，并编制12期“振兴宋河工作简
报”，对宋河酒业提出的任务清单建立工作
台账，协调分解落实并纳入全县目标管理大
体系，还对各单位的帮扶情况进行考核。投
资1720万元在宋河酿酒生产基地周边实施
乡镇污水处理和河道综合整治，改善宋河酿
酒地下水环境。

二是完善激励措施激发宋河发展活
力。2018年县财政分两批将鹿邑县酒业发
展专项资金共计 200万元拨付至宋河酒业
账户用于企业品牌建设，帮助企业争取各类
政府补助资金600余万元，将宋河酒业每年
新增税收地方留成的 50％共计 667．76 万
元返还企业所在乡镇，用于对宋河酒业周边
环境的优化。

三是加强服务保障营造最优环境。县
政府协调多部门开展了 9次鹿邑县酒类专
项维权活动，净化宋河酒业生存、发展环
境。在县电视台增设宋河酒业专栏，组织 7
个乡镇的知名人士、酒类经销商、文艺界人
士及民间团体共 15批次 1230人次赴宋河
酒业参观考察，提振消费信心。协助企业做
好第十三届省全运会相关工作及第二届民
间品酒大赛、宋河建厂五十周年庆典、老子
庙会宋河酒业展等各项活动，进一步提升

“宋河”“鹿邑”品牌在全省各地的美誉度和
认知度。

多措并举，2019年力争再攀新高

进入 2019年，县委县政府及早编制助
推宋河酒业持续、快速发展行动计划，目前
各项措施正在稳步推进，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加大支持力度，加强组织领导。县
人大、县政府主要领导任宋河酒业包企领
导，并对企业开辟绿色通道，确保及时了解
企业动态，同时积极与市振兴宋河领导小组
汇报对接，力争在周口各县区复制推广振兴
宋河模式。

二是持续推动宋河工业游，提升消费认
知。在去年基础上，今年计划分 20批次组
织宋河工业游活动，参与范围扩大到各乡村
红白理事会成员和各县级商协会代表、鹿邑

籍在外企业家以及省直各单位、省内外行业
协会，鼓励前来鹿邑的外地游客购买宋河酒
作为旅游纪念品。

三是深入优化企业外部环境。严厉打
击针对宋河产品的制假售假行为，在宋河酒
业厂区周边实施生态文明治理、美丽乡村和
农村公路建设项目，优化企业周边生态环境
和物流运输环境。鼓励驻鹿邑各金融机构
积极支持宋河酒业发展，对贷款总量、新增
贷款量、创新融资工具和利率优惠排名首位
的金融机构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

四是利用多种平台加大品牌宣传力
度。参照省级标准对宋河酒业在鹿邑境内
主要街道、路口投放的广告宣传费给予财政
补贴，要求鹿邑县电视台等县属新闻媒体做
好宋河酒业品牌广告宣传；2019年老子文
化节期间协调组织宋河酒业开展非遗技艺
展示、产品展销和宋河艺术团的文艺演出活
动；在县政府开展的境内外各项招商活动中
增添宋河元素，推广宋河品牌。

五是重视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工作。
对宋河酒业引入的人才参照鹿发（2018）15
号文件分别给予安家补贴、生活津贴。

酒业资讯

日前，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二届桃花春曲节在安
徽省亳州市开幕。

桃花春曲是古井贡酒的特色工艺之一，来源于古井
人传承千年的酿酒古方“九酝酒法”，该酿造酒法作为世
界上现存最古老的蒸馏酒酿造方法去年9月获得了吉尼
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桃花春曲节上，精彩节目纷呈，
非遗民俗、《梨园春》戏剧、桃花仙子走秀、梁家班醒狮表
演等，集文化、旅游、民俗于一体，有力促进了亳州文化
旅游产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也让游客与古井贡酒有
了亲密接触，了解到中国酿酒工艺之美。 （沐麟）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二届桃花春曲节开幕

寿酒集团第三届游园活动即将开幕

春天来临，位于太行山脚下的河南寿酒
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寿酒集团”）生产基地
内，酒香醉人，花香袭人，墨香诱人。为了让
更多的消费者、经销商走进寿酒集团，聆听
寿酒文化，感知寿酒魅力，近距离地了解寿
酒生产工艺。寿酒集团计划于5月4日启动
第三届“品健康寿酒 赏月季牡丹”活动。

据悉，寿酒酿造是在传统的“老五甑”工
艺基础上，结合太行山气候带的特点，融入

“川派、江淮派和北方派”生产工艺，经大量
探索和实践最终形成了具有独立知识产权
的“北方六大甑法”白酒酿造新工艺。该工
艺的特色是“纯粮固态酿造、地穴式发酵、续
槽配料”，发酵周期长达 72天，可以最大程
度提高基酒品质。活动期间，前来赏花的周
边居民和省内消费者可以品尝醉美寿酒，一
饱口福。

（李松虎）

●●

第三届醉美皇沟摄影行活动即将启动

4 月 13 日—14 日，由河南皇沟酒业
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的第三届醉美皇沟摄
影行活动即将拉开帷幕。

据悉，醉美皇沟摄影行活动今年已经
是第三届了。两年来通过活动汇集了大
量精彩绝伦的照片，参与的客户和消费者
体验感非常好，也有力地宣传了企业和产
品。如果说皇沟美景春色撩人，那么馥合
香美酒同样酒香醉人。赏美景、摄美图、

品美酒，感受皇沟人不忘初心、良心、匠
心，探索“一窖四香、一口四香”的奥秘，品
味无可复制的皇沟御酒，让春天因美酒而
生动起来！

摄影是一种生活，也是一种记录。如
果您是骨灰级摄影爱好者，或者摄影小
白，不妨到河南皇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转
一转，用镜头记录一下这里与众不同的春
天，也许会有意外惊喜等着您。 （王栓）

特别关注

4月 9日上午，河南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
导小组专题会议在郑州举行。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满仓，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等成员单位，洛阳、南阳、周口等重点白
酒企业所在市的工信部门及部分业内专家与会。

会上，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巡视员姚延岭首先总
结了全省白酒业第一季度主要工作，通报了下一步的
具体工作安排。随后各成员单位分别围绕《河南省白
酒业转型发展 2019年度工作方案》所确定的工作任务
汇报了 2019年的具体工作计划，与会专家就原粮基地
建设和宣传推广问题提了具体建议。

按照《河南省白酒业转型发展 2019年度工作方案》
安排，2019年我省白酒业转型发展将以“五朵金花”“四
朵银花”酒企为重点，坚持问题导向、改革创新，持续围
绕“企业重组、品牌重塑、营销模式重建”发力，以提升
产品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品牌影响力为重点，以
加强政策支持、加快企业重组、加大科技投入、扩大营
销宣传、优化厂商合作、规范市场秩序为手段，加快全
省白酒业向高质量发展。

最后，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主要
领导作了总结发言，要求与会各成员单位拿出切实、具
体扶持措施，助力企业转型发展。同时加强宣传推介，
在全省范围内营造出强势的豫酒品牌氛围，助力豫酒
转型发展再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题工作会召开

规划部署 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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