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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5月 16日上午，
第十五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
易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河南馆以“鼎”
造型为整体框架，取意“鼎立中原”，吸引了
众人目光，一同闪亮登场的还有8个世界知
名文化旅游项目——两遗（殷墟、龙门石
窟）、两拳（少林拳、太极拳）、两瓷（钧瓷、汝
瓷）、两琴（竹沟提琴、兰考古琴），充分展示
中原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的新成果。

步入河南馆展厅，映入眼帘的是大型
沉浸式展示屏，其裸眼 3D 效果让来宾迅
速体验到强烈的震撼感、现场感和代入
感，领略中原文化风貌与河南文化产业迸
发的勃勃生机；现场整体布置以讲故事的
手法，从轩辕黄帝、甲骨文化、姓氏由来等
华夏文明讲起，陆续呈现 8个世界知名文
化旅游项目，讲述“老家河南”的精彩故
事。

今年，河南馆围绕我省建设全国重要
的文化高地、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以

“老家河南文化之旅”为主题，聚焦文旅融
合创新发展，以“文化+科技+创意”为呈现
和体验方式，通过全息技术、光影技术和
VR/AR等高新技术手段，全面展示我省文
旅项目的独特魅力。

本届文博会我省共有136家单位参展，
2200余件文化产品亮相。据悉，自2004年
首届深圳文博会成功举办以来，河南连续
15载组团参展参会，系统地展示河南文化
产业发展成果，吸引世界目光聚焦中原，成
为文化企业、产业项目和文化产品“走出
去”的重要窗口。③6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5月 16日上午，
深圳文博会郑州主题展区亮相深圳会展中
心 2号馆，整个背景墙以郑州不同时期的历
史大事为线索，用漫画形式全面展示郑州
3600 年的城市文脉。许多观众驻足欣赏，
纷纷感叹：“这不仅让我们重温了历史，还了
解了郑州的发展轨迹。”

郑州主题展区以“中”文化为主题，以
“天地之中”“国家中心城市”“一个来了都
说‘中’的地方”为关键词，通过不同的文创
产品精彩呈现了近年来郑州打造文化品
牌、引领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新成就。据
了解，此次深圳文博会上，郑州筛选了12家
文化企业和单位参展，对百余件特色鲜明、
产业属性强、成熟度高的文化产品进行重点
宣传推介。

记者注意到，参展的郑州文博单位、文

化企业将颇具文化底蕴、不乏创新技艺的文
创产品带到了深圳文博会上。大河村遗址
博物馆、二七纪念馆、河南国脉文化发展中
心等展示的双联彩陶壶、二七塔模型以及传
承孝道家风的“山水敬茶杯”等独具特色的
文博创意产品，让参观者了解了中原文化的
古老厚重，也获得了众多商家的签约意向。

此外，郑州枫华实业有限公司参展的文
物保护智能展柜，融合了文物保护、科技创
新、互联网技术，体现了“文化+科技”的特殊
魅力；郑州仁清金石传拓艺术博物馆展出的
各个历史时期的精品拓本，展现了中原文化
的博大精深和大国工匠的精湛技艺；河南华
冠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等结合中原优秀传统
文化开发的时尚文化产品，充分展示了郑州
市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的最新成果。③8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5月 16日，大河网作
为河南省唯一参展的新闻媒体行业代表，首次
亮相深圳文博会媒体融合·新闻出版馆。

大河网展位以“新闻·技术·政务——大河网
闪耀媒体融合时代”为主题，以“大河蓝”为主色
调，以简约、大气的设计风格，通过图文、音视频等
方式展示大河网融合创新成果，吸引了众多观众。

大河网是河南省首家重点新闻网站，由河
南省委宣传部主管，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网
络传媒集团主办。

“媒体融合”是国内媒体创新发展的重要趋
势。面对互联网技术不断更迭的发展浪潮，大
河网谋定思变，以“新闻+技术+政务”为发展理
念，将智慧政务作为发展转型的突破点。同时，
打造过硬的技术团队，自主研发了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中央厨房（大河云）、“智慧人大”信息化
项目、河南省政府网站统一技术平台等重点信
息化项目，参与了河南省信息进村入户建设工
程以及中原城市群综合科技服务平台的研发。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大河云”融媒平台，
许多媒体同行前来咨询、洽谈。“大河云”通过多
次技术升级后，实现了移动化、智能化、集约化
生产，让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不仅实现了自身报、
网、端、微的融合裂变，还与认证用户建立起双
向互动的有机连接；不仅构建起上达央媒、下连
各省辖市党报的“三级联动”的新闻生态链，还
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互联网应用解决方案。

未来，大河网将不断强化互联网技术队伍
建设，进一步强化技术产品研发，朝着“互联网
新闻+互联网技术”双强的方向发展。③6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5 月 16 日，我省
2019 年普通高中招生入学工作方案出炉。
今年全省普通高中计划招生73万人，招生政
策与去年相比整体保持稳定，许昌市、濮阳
市、济源市3市考试科目有细微优化调整。

中招考试仍由全省统一命题、统一试卷、
统一考试时间，各地组织考试、阅卷和录取。
命题基本原则不变，时事政治命题范围调整
为“2018年国内外重大时事，2019年 1月以
来的国内外重要时事，党的十九大精神及党
和国家在现阶段的重要方针政策”。

文化课考试时间定在6月25日至6月27
日，科目包括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道
德与法治、历史、生物、地理，各科分值不变。
其中，生物、地理学科仅纳入许昌市、濮阳市、
济源市中招文化课考试科目，考试时间为6月
27日，成绩使用办法由当地自主确定。

普通高中招生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定
结果是普通高中录取的主要依据。各地按照
普职招生比例大体相当的要求，划定市、县普
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于7月 10日前
上传至省中招平台。

面向全省招生录取工作分 3批次进行：
第一批次为空军航空实验班、海军航空实验
班，录取时间安排在 7月 12日；第二批次为
宏志班、理科实验班、国际班、校园足球实验
班、河南省体育中学，其中，河南省体育中学
高中部首次面向全省招生，各班录取时间安
排在 7月 14日；第三批次为安排有跨省辖市
招生计划的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时间安排在
7月 17日。面向全省招生录取结束后，各地
开展本地录取，全省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
应于8月20日之前全部结束。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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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2019年中招政策出炉

生物地理学科
纳入三市文化课考试

本报讯（记者 陈慧 曾鸣 通讯员 陈峰）
记者5月 16日获悉，在北京世园会近日举办
的室内专项花卉植物竞赛——牡丹芍药国
际竞赛上，百余种洛阳牡丹参与角逐，斩获
各类奖项 221个，获奖总数及金奖、银奖、铜
奖、优秀奖等各类奖项均列所有参赛团体第
一名，创洛阳牡丹参与国内外展赛最好成
绩，再次提升了“洛阳牡丹甲天下”的美誉。

牡丹芍药国际竞赛是此次世园会举办
的首个专项国际竞赛，包括竞赛和展示两部
分，时间为 4 月 24 日至 5 月 19 日，历时 26
天。本次竞赛以“盛世牡丹，美丽世界”为主
题，共设名品牡丹、新品种、栽培技术、切花、
加工产品等7项分竞赛，奖项设置450个。

为让洛阳牡丹在比赛中大放异彩，由洛
阳市林业局牵头，市城管局和洛阳农林科学
院密切配合，先后组织河南科技大学、洛阳
国家牡丹园、洛阳农林科学院等40家企事业
单位代表精挑细选百余种牡丹名品，与来自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等11个国家的
135家参赛单位选送的2753件作品“同台竞
技”，5月 15日，评选结果出炉，洛阳牡丹凭
实力艳压群芳。③6

北京世园会首个专项国际竞赛

洛阳牡丹艳冠群芳

以品质创新
点燃高质量发展引擎

创新，是豫酒未来发展的潜力所
在、希望所在、出路所在。被寄予了豫
酒未来发展中坚力量之希望的仰韶酒
业，自以“科技创新、品质创新、文化创
新”战略，深耕河南市场十年之始，便
一步步展示了标杆企业背后的成长基
因，同时开启了以品质陶融香引领豫

酒转型发展的崭新篇章。
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文

化、中国酒等一个个“中国元素”令人
自豪的背后都是品质创新与质量提
升的驱动；中国文化、中国制造“走出
国门”引以为傲的是品质之魂存于匠
心的支撑；走在河南主要城市的大街
小巷，不经意间看到的一个个远古网
红“小口尖底瓶”“鱼纹葫芦瓶”彩陶
坊酒瓶元素，是仰韶酒汲取 7000 年
前仰韶文化精粹，通过一系列质量坚
守、品质革命带来的创新点燃，全面
的品质创新提升为仰韶高质量发展
带来了成果，不仅仅是销量的连年创
纪录递增，更是不断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关注与点赞。

仰韶的品质创新，首先就体现在
仰韶人对香型研发的工匠精神，仰
韶早在 2006年就组建顶尖科研力量
成立了白酒香型的科研机构，通过
近十年努力，2016年 11月 25日在中
国酒业协会会议室，将仰韶彩陶坊
酒的香型定为中华陶融型白酒。陶
香的问世，为豫酒板块发掘出了中
原地域文化潜力，确立了中国白酒
第十三种香型，填补了豫酒缺乏独
立香型的空白。仰韶十年磨一剑的

“陶香型”，是河南白酒企业的共同
财富。

河南省人民政府也在《河南省推
进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项行
动方案（2016—2018年）》中提到，要
推动豫酒振兴，要提升“具有河南特
色的陶香型白酒品牌”。这既表达
了河南省委省政府对豫酒振兴的期

望，也是对仰韶酒业高举香型战略
旗帜，以品质创新引领豫酒转型发
展的嘉许。

“品质创新”是仰韶一直以来的发
展主题，而工艺质量是严守品质的第
一道关口。生产过程中的点滴用心融
合酒品设计对于地域文化的思考，都
凝聚成了消费者的品味感受，让陶融
香变得更加立体。

万千工法技艺，人是不变主角。
这里的主角就是无数仰韶人坚守原
则、确保质量，匠心为本、精工细作，严
控工序、精益求精，认真执着、坚守标
准的工匠之心，正是这些不懈努力的
仰韶人，使仰韶酒业以品质创新点燃
了豫酒的高质量发展引擎。

以匠心之名
展望2019仰韶再出发

从2004年起，仰韶酒业的核心重
点就是调整产品结构，做一款高品质、
高美誉度的好酒，同时确定了以内在
品质为核心的产品路线。历经品质研
发的攻坚克难，仰韶彩陶坊作为仰韶
酒业的高端产品品系终于面世，在接
下来的十年中，高速增长的业绩证明
了“十年磨一剑”是多么值得。

从原料配比、香型定位、微生物
结构、口感度，到产品包装、文化内
涵等各个方面，仰韶彩陶坊的成功
使工匠精神变得更加可贵。“好酒是

酿出来的。”任何企业的成功，都离
不开与消费者对话的根本——产品
品质。

品质提升不是一天的事，是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的日益积累。目前
仰韶酒业国家级“CNAS 实验室”资
质认证已进入现场审核阶段，微生
物实验室与江南大学的深度合作在
持续有效推进，并组建起以博士后
研发基地为核心平台，以省级技术
中心、“CNAS 实验室”、酒体设计中
心等为配套支持的科研体系，为下
一步品质提升、产能提高提供强大
支撑。

再看彩陶坊的成长之路，是品质
刻进了每一位科研人员的心里，是标
准融入了每一位酿酒人的行动里。在
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仰韶要做的努力
必然更多，但也必将造就一个强大的
生产与营销团队，为“2018 仰韶再出
发”战略的关键年提供坚强支撑，为豫
酒转型升级提供坚实保障。

品质是消费者对彩陶坊的最直观
衡量标准，所有为了质量提升的努力
都会呈现在回首这些年的努力之时，
以实力赢得的赞誉，货真价值、掷地有
声。

用仰韶品质
打造新时期豫酒品牌

彩陶坊是一款从内里到外形都散
发出历史韵味的白酒。古朴的瓶子外
形，瓶面上彩绘的舞蹈人物，充满仰韶
文化气息。瓶身源于 7000年前仰韶

文化出土的彩陶器外形，并按照仰韶
文化中的制陶工艺精心烧制而成，与
瓶内的酒体，共同完美诠释了好看、好
闻、好喝、好受的诉求。

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品质，就是要
让消费者在“好看、好闻、好喝、好受”
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说好，经过了长期
的产品深耕后，坚信过硬的品质一定
会促进品牌的发展。

仰韶酒业从产品设计、采购供应、
成品包装、全程质量管理和质量检验
五个精细化方面，严控酒的品质，并独
创了“陶泥发酵、陶甑蒸馏、陶坛储存、
陶瓶盛装”的四陶工艺，将九粮工艺融
入其中。

仰韶研发的陶融香型在北京通过
国家级专家鉴定时，被专家团评定为

“项目总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口感香、甜、净、雅、醹、融。开辟了豫
酒“名正言顺、正本清源、源出有据”的

“新品类时代”。
越是喧嚣的时代，越需要工匠精

神。仰韶以匠心之名打造了新时期中
国高端白酒新势力的风尚，仰韶彩陶
坊品牌的成功不仅是一种识别标志，
也是一种精神象征，一种价值理念，更
是陶融香品质优异的核心体现。

过硬的品质源自坚持打造良心好
酒和对四陶工艺的严格要求。仰韶彩
陶坊在打造自身品质上精益求精、坚
持创新升级。品质仰韶——这一响当
当的口号，塑造了新时期的豫酒美誉
与品牌名片。品质让彩陶坊不只活在
广告里，而是活在消费者的心中与口
碑里。

为更好地推进河南省白

酒业转型发展工作、助力中

原更加出彩，省长陈润儿，省

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刘伟、刘满仓先

后走进仰韶酒业并寄语：把

仰韶作为豫酒领军品牌打造

好；打造好彩陶坊天时高端

品牌，做好豫酒振兴领头羊；

做好豫酒振兴排头兵！

以此为契机，《河南日

报》特组织系列报道深入挖

掘豫酒标杆企业仰韶酒业，

分享标杆经验、协力促进河

南省白酒业转型发展。

□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本报通讯员 张萌

从匠心品质看仰韶再出发之路

“不负使命重托 加快转型发展”系列报道之四 品质篇

仰韶人每天坚守匠心酿造陶香美酒

第十五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