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大活动
助力牡丹文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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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奉人文始祖 助力投洽盛会 冠名牡丹节庆

酒祖杜康实力绽放 “文化名片”闪耀中原

黄帝，是中华民族、华夏文明的缔造
者，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血脉始祖。新郑，
则是轩辕黄帝的出生、建功、建都之地。自
2006年以来，每年三月初三，这里都会吸
引成千上万的华夏儿女来寻根拜祖，一年
一度的拜祖大典已成为凝聚民族精神、弘
扬传统文化的盛事。

4月7日，以“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
和谐”为主题的己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
新郑市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4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近万人华人联合会、商会、基金会、
宗亲会、同乡会代表出席盛典，共同祭拜我
们共同的祖先轩辕黄帝。值得一提的是，今
年的拜祖大典上，杜康控股的核心高端产品
酒祖杜康小封坛成为供奉用酒，与全球华人
一起追思黄帝功德，祈福国泰民安。

来自拜祖大典组委会的专家说，祖宗
虽远，祭祀不可不诚。中国人敬重祖先，以
美酒祭祀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祭祀用酒的

数量多少和品质的高低，往往也反映了祭
拜者的虔诚程度。自2009年开始，以樽盛
酒供奉黄帝成为拜祖大典的一项重要内
容。黄帝作为中华人文始祖，是千千万万
中华儿女的精神图腾，选择何种美酒供奉
黄帝，自然要严格考量、慎重选择。而杜康
自古以来就享有“天下第一美酒”盛誉，历
史上更是被多个朝代的君王封为御酒、贡
酒，以及祭拜天地和先祖的首选用酒，本届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选择酒祖杜康小封坛作
为供奉用酒，可谓是水到渠成之事。

另据历史学者考证，杜康与黄帝渊源
深厚。黄帝，中华人文初祖，杜康，中国酒
界鼻祖，据史料记载，杜康是黄帝时代的
人，他从“空桑秽饭”的自然现象中得到启
发，造出了开天辟地的第一杯秫酒，成为举
世公认的“酒祖”。杜康将酿造好的秫酒献
给轩辕黄帝，被黄帝任命为“宰人”。

五千多年来，杜康酒见证了中国酒文

化的发展历程。从魏武帝曹操“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的豪迈气概，到竹林七贤酒醉刘
伶“一醉三年”的历史美谈；从诗仙太白、诗
圣杜甫等文人墨客对杜康酒的赞美，到周
恩来总理“复兴杜康，为国争光”的殷切期
望。杜康酒不仅成为中国白酒的代名词，
也印证了华夏五千年灿烂文明。

五千年后，新一代杜康人结合传统造酒
技艺与现代科学技术，将精心酿造的代表杜
康酒最高品质的酒祖杜康供奉人文始祖，上
演了一出古与今的完美对话，杜康积极参与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历史
悠久的根源文化的传承，更体现了杜康强烈
的社会责任感。换句话说，也谱写了始祖黄
帝和酒祖杜康五千年后的新佳话。

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其实早在
2012年杜康就曾代表豫酒摘得供奉用酒
桂冠，从而开启了豫酒品牌成为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供奉用酒的新时代。

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始于 1983年，前身为洛
阳牡丹花会，2010年11月经国务院、原文化部正式
批准升格为国家级节会，更名为“中国洛阳牡丹文
化节”，由文化旅游部和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成为
一个融赏花观灯，旅游观光，经贸合作与交流为一
体的大型综合性经济文化活动以及洛阳经济发展
的平台和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也是洛阳走向世界
的桥梁和世界了解洛阳的名片。

作为文化节的“头道大餐”，每年的开幕式都备
受关注。记者在现场看到，由杜康控股冠名的本届
开幕式演出，以“出彩新征程”为主题，大型歌舞诗组
曲《牡丹贺中华》串联经典歌曲《歌唱祖国》和《牡丹
之歌》，以歌舞结合朗诵的形式，展现了洛阳人民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壮志豪情。歌舞剧《博物馆
之都》则展现了洛阳厚重的历史文化，并带大家领略
了洛阳市“书香花香辉映，诗和远方同行”的城市魅
力。原创情景歌舞《致明天》彰显了全市上下感恩奋
进新时代、谱写浓墨重彩洛阳篇章的坚定信心。

开幕式上，洛阳市主要领导在致辞时专门对
杜康控股支持家乡发展表示了感谢，并期望杜康
控股发展得越来越好，期望杜康人将洛阳的这张
名片擦得更亮。

不仅如此，为提升洛阳城市形象，方便省内外
游客观光赏花、畅游古都，4月 10日上午，在去年
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杜康控股再次联合洛阳交通
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营销总公司、洛阳公交集团推
出了“酒祖杜康”号2019牡丹节赏花专线。

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胡大鹏、洛阳广
播电视台副台长张洪武、洛阳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
司营销总公司副总经理谢五刚、洛阳交通旅游集团
观光巴士有限公司经理程永辉、洛阳市公共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顺广、洛阳杜康控股副总经
理谢彬、杜康控股销售公司总经理柳向阳及杜康控
股销售公司品牌总监韦伟等共同出席了“酒祖杜
康”号2019牡丹节赏花专线开通仪式。

胡大鹏在受邀致辞时说，“酒祖杜康”号免费
赏花专线的推出，是助力第 37届中国洛阳牡丹文
化节推出的一项惠民政策，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
公益活动，体现了杜康作为洛阳名片的惠民关怀，
彰显了洛阳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他表示，相信随
着杜康控股的不断成长、发展壮大，不仅能为洛阳
的经济发展带来全新的活力，同时，可以丰富和提
升古都洛阳的文化内涵与国际影响力。

柳向阳在代表公司致辞时说，杜康是五千年
来中国酒文化的代名词，也是洛阳文化的名片，作
为深深根植于洛阳的本土企业，杜康人为厚重的
河洛文明而骄傲，同时也深知自身肩负的重任，有
责任将洛阳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发扬光大。此次
再度携手第37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组委会以及
杜康联合洛阳交通运输集团、洛阳市公共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推出“酒祖杜康”号免费赏花专线公
益活动，旨在方便更多的游客游洛阳、赏牡丹，为
千年古都、牡丹花城赢得更多的喝彩与赞美！

随后，在数十家媒体的见证下，来自洛阳文广
旅游局、洛阳杜康控股、洛阳交通旅游集团、洛阳
公交集团、洛阳广播电视中心的相关领导共同开
启了启动仪式。这也标志着“酒祖杜康”号免费赏
花专线正式开始投入运营，文化节期间有望成为
飞驰在洛阳街头的一道亮丽风景，彰显杜康控股
作为洛阳本土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据了解，此次“酒祖杜康”号免费赏花专线共
有三条运行线路：分别是洛阳龙门高铁站到龙门
石窟，洛阳龙门高铁站到隋唐遗址公园，洛阳火车
站到中国国花园、龙门石窟（本条路线每周五至周
日运营）。运营时间为 4月 5日至 5月 5日（4月 5
日到 4月 9日为试运营），历时一个月，每天早上八
点半到下午五点，市民、游客可以免费乘坐，方便
海内外游客到洛阳赏牡丹。

柳向阳表示，杜康的根在洛阳，杜康的源在洛
阳，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企业，杜康取得的每一步发
展，都离不开家乡领导和人民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厚
爱。此次开通赏花专线和冠名文化节开幕式演出，
旨在践行企业的责任与担当，并以积极的姿态回报
家乡、回报社会，为助推洛阳市的经济发展增力。

这个春天，杜康无疑是备受瞩目的焦点。进入三
月以来，无论是在拜祖大典上供奉轩辕黄帝，赞助第
13届投洽会嘉宾用酒，还是冠名第 37届洛阳牡丹文
化节开幕式，酒祖杜康小封坛以完美的口感品质、大
气高端的豫酒形象频频亮相会场、宴会厅以及城市各
个显眼位置，成为一个亮丽的名片，备受与会海内外
嘉宾关注和点赞。

频频亮相各个大型会议的酒祖杜康小封坛是杜
康控股选用优质的玄武古泉水，采用桑泥固窖，古法
酿制，历经5年地窖坛藏而成，可以说每一坛酒都是反
复调制锤炼而成。成品后的酒分为46度青坛和52度
玉坛两种，瓶身遴选自景德镇顶级瓷坛，勾调时又经
国宝级白酒大师悉心调制最终成为如今的美酒佳酿，
堪称代表河南白酒最高水平的标杆性产品。

标杆性的白酒产品必须有过硬的产品品质，高品
质的白酒必须历经时间的淬炼。为实现这一目标，杜康
控股多年前建成了目前亚洲地区最大的地下酒窖，每
年将酿造的高品质白酒经大师特调后封坛入窖，本次
拜祖大典所用的酒祖杜康小封坛，所用酒水即严格选用
地下酒窖存满5年的高品质封坛原酒。因此，酒祖杜康
小封坛每一年的发售量，不取决于当年的酿酒能力和生
产能力，而是取决于5年前的存酒量，可见其稀缺性。

著名白酒大师赖登燡在品鉴了酒祖杜康小封坛
之后喜不自胜，给予了“酒体清亮透明，窖香幽雅，陈
香怡人，属于高端浓香型白酒品质”的高度评价，从而
为小封坛“高端豫酒典范”的定位提供了有力的口碑
价值支撑。而以最美的酒敬奉伟大的轩辕黄帝，也体
现出后世炎黄子孙对先祖的一片至诚之心。

一直以来，酒祖杜康秉持“一生酿好一坛酒”的工
匠精神，无断代传承古老的酒祖酿造工艺，酿制出流
香千年的中国白酒。杜康近年来实施品质与品牌双
驱动战略，坚持品质提升，不断传播中国酒文化。而
随着2017年河南省提出振兴豫酒战略目标，杜康迎来
了盛世复兴的历史机遇，杜康作为华夏酒祖、豫酒领军
品牌，正以十足信心，昂扬斗志，创新发展，做强杜康。

4月 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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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谈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近 2
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嘉宾汇聚于中
原，共享商机，共谋发展。杜康作为高端
豫酒典范，以“官方指定用酒”的身份亮相
这一世界级舞台，再次迎来高光时刻。

据介绍，本届投洽会共吸引了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 40多位省（州）长、驻华大使
和使馆官员，以及国际组织代表出席，170
多位国内外 500强企业高管和一批跨国
公司、行业龙头企业高管，90余位境内外
知名商协会会长、贸易投资促进机构负责
人，43位国内外院士、大学校长、知名专
家学者参会，创历史新高。

有朋自远方来，以美酒招待不亦乐
乎？投洽会组委会称，作为中国白酒鼻
祖，杜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堪称中国白酒
代名词，更是河南白酒乃至中国白酒与世
界对话的一面旗帜。无论从历史文化底
蕴，酒水卓越品质，还是品牌知名度综合
考量，酒祖杜康小封坛都是此次投洽会接
待专用酒的不二之选，这也成为酒祖杜康
小封坛“豫酒高端典范”品牌形象的绝佳
注解。

“高端政商务人群是酒祖杜康小封坛
的核心消费群体。”杜康相关负责人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被选为投洽会官方指定用
酒，不仅凸显了酒祖杜康小封坛作为高端
豫酒典范的价值与地位，同时也有望快速
提升杜康小封坛在高端白酒市场的地位
和市场份额。

不仅如此，投洽会开幕当天晚上，“中
国韩国人会·洛阳杜康控股战略合作签约
仪式”在郑州希尔顿酒店同步举行。中国
韩国人会会长朴元愚、韩国民主和平统一
咨问会议首席副议长金德龙、河南省商务
厅厅长张延明、洛阳杜康控股销售公司总
经理柳向阳出席仪式并致辞。签约之后，
杜康酒将由中国韩国人会负责在韩国国
内的推广、销售及品牌建设。

柳向阳在受邀致辞时发表了热忱的
讲话，他回顾了杜康品牌与历史文化，并
向与会外宾们介绍，杜康是中国酒的创造
者，是中国酒文化的源头，见证了中国酒
文化五千年的发展历程。近年来，杜康控
股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持续投入大量人力
财力，在秉持传统古法酿制的基础上，推
进工艺改造，致力于提升杜康酒品质，从
一粒粮食到一滴美酒，每一步酿造，都秉

持工匠之心，最终造就出豫酒界独一无二
的“时间之醉”。

柳向阳表示，中韩两国地理相近，文
明相通，数千年来文化交流不断，两国人
民友好交往。新时代的今天，两国在经
济、文化、技术等方面的合作更是实现了
史无前例的飞跃。

出席活动的韩方领导表示，杜康是中
国有名的酒类品牌，是中国白酒文化的代
名词，拥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很高兴能与
杜康合作，共同将杜康美酒推向韩国市
场。由于两国地缘相近，两地饮酒文化、
习惯相似，相信杜康一定能够在韩国市场
大卖，让更多的韩国人领略到杜康酒的优
秀品质和独特魅力。

随后，到场嘉宾一起观看了杜康宣传
片，详细了解了杜康酒的起源、杜康品牌
文化、杜康的产品种类等情况。杜康源远
流长的品牌历史、博大精深的酒祖文化，
令在场嘉宾赞叹不已。

在品尝了酒祖杜康小封坛之后，现场
韩国嘉宾对杜康美酒的优良品质和独特
风味赞不绝口，认为小封坛开启了对中国
白酒认识的新大门，纷纷表示一定要向亲
朋好友推荐这款酒。

杜康控股和中国韩国人会合作签约

杜康控股代表参加拜祖大典

供奉用酒灌装仪式

供奉黄帝 酒祖杜康勇担当

布局韩国 投洽会上受追捧

匠心品质
频频亮相赢赞誉河洛四月花似锦，国色天香迎嘉宾。

4月 10日晚，由杜康控股冠名的第37

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开幕式在洛阳市定

鼎门遗址广场精彩上演。演出以定鼎门遗

址博物馆和城墙为视觉背景，融汇了大型

歌舞诗、情景歌舞剧，应用了舞台声光电技

术，完美呈现了古今辉映、诗和远方的视听

效果，礼赞了大美洛阳 70年来的发展成

果，赢得洛阳市主要领导对杜康控股助力

家乡发展的高度肯定，由此也拉开了本届

牡丹文化节的序幕。

据悉，这也是进入 4月份以来杜康参

与或冠名助力的第三场大型活动，此前的

己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第十三届中国

(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杜康控股均

有精彩表现，从而为 2019 年的营销工作

开了一个好头。

合作签约仪式现场 免费赏花专线启动仪式

第第3737届洛阳牡丹文化节盛大开幕届洛阳牡丹文化节盛大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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