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日报客户端

“豫酒”频道正式上线
6月 17日，万众关注下，经过精心谋划和筹备的河

南日报客户端“豫酒”频道正式上线。
据悉，“豫酒”频道由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

导小组和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主管主办，旨在传播河
南酒业转型发展的方针、政策及以豫酒“五朵金花”“四
朵银花”为主的豫酒生产企业的重要新闻和发展状况，
为豫酒转型发展呐喊助力。

筹备期间，“豫酒”频道得到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
作领导小组和河南日报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豫酒“五朵
金花”“四朵银花”企业也给予了积极支持，不少企业负责宣
传的工作人员积极和频道对接，撰写稿件、反馈企业信息，
为频道提供最新、最全面的资讯。 （本报记者）

日前，以“老外在河南 点赞大中原”为主
题的《老外在河南》系列多语种微视频采访拍
摄活动启动仪式在开封举行。杜康作为活动
宴会指定用酒现身仪式，用以款待中外宾朋。

据悉，本次活动依托国际在线多语种母
语传播优势，优选多语种网站、海外社交平台
推广报道，并与中央、河南省内主流媒体联
动，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向世界讲述河南
好故事，传播河南好声音，展示河南好形象，
推动中原更出彩。

杜康控股赞助的全新酒祖杜康 12窖区，
凭借古朴、精美的外观、优秀的口感和品质，
给与会的中外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获得
了一致好评。宴会上，大家举杯共饮，畅谈甚

欢，感受豫酒的独特魅力。
全新酒祖杜康 12窖区经由 50年窖龄老

池酿制，该窖龄老池经五十载不间断培育和
养护，栖息着多种有益微生物群，在杜康酒发
酵的过程中，产生了近百种呈香呈味物质，从
而保证了酒祖杜康美酒更加醇厚甘美。

自古至今，杜康酒不仅名扬国内，而且享
誉世界。此次活动，主办方选择杜康作为指
定用酒款待国际友人，可谓一场天作之合。
而杜康作为中原新名片，以“打造民族品牌
弘扬民族文化”的积极姿态，展示豫酒形象，
讲好杜康故事，助力中原更出彩，也充分彰显
了豫酒品牌的文化自信、品质自信、品牌自
信！ （孟振峰）

国际友人点赞酒祖杜康12窖区新品

国字宋河获“中国糖酒食品产业标志品牌”奖
日前，“荣耀70年·中国糖酒食品产业标

志品牌”发布大会在南京举行，来自老子故
里、河南省鹿邑县的宋河酒业获得“中国糖酒
食品产业标志品牌”大奖！

由华糖云商营销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发起
的“荣耀70年·中国糖酒食品产业标志品牌”
线上大型互动评选，旨在系统总结中国糖酒
食品产业70年品牌发展历程，探寻新周期下
酒业品牌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典型经验，让拥
有品牌与品质优势的名酒企业成为行业的主
导力量。线上活动期间，累计浏览量破千万，
投票超 500万，国字宋河依靠超高的人气荣
耀摘取“中国糖酒食品产业标志品牌”大奖，
可谓实至名归。

华糖云商营销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糖烟酒周刊创始人杜建明在大会致辞中
表示，新的历史坐标下，中国酒业已进入挤压

式竞争的增长阶段，拥有品牌与品质优势的
名酒企业将成为行业的主导力量，并成为新
时期红利的最大受益者。而作为河南浓香型
中国名酒的代表，宋河酒业所拥有的品牌和
品质优势，正是此次荣膺“中国糖酒食品产业
标志品牌”的关键所在。

据悉，宋河酒业拥有原酒发酵池 1万余
条，原酒生产班组 126个，年产原酒 3万吨，
原酒储存能力达16万吨。同时，公司拥有省
内唯一的中国首席白酒品酒师及 11名国家
级白酒评委，所以，多年来宋河酒业获得的一
系列奖项几乎都与产品品质有关。尤其是去
年的上海酒博会上，240名国家级白酒评委
对市场上畅销的102种白酒产品进行盲评打
分，宋河国字六号和宋河粮液1988分别进入
各自所在价格段的前五名，这也是行业对宋
河产品的最佳肯定和褒奖。 （利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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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井坊年报媒体沟通会成都举行

日前，水井坊2018年年报媒体沟通会在成都举行。
据悉，2018年水井坊实现营业收入28.19亿元，同比

增长37.62%；实现净利润5.79亿元，同比增长72.72%；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6亿元，同比增长 69.58%。
据悉，水井坊2018年营收增加主要来源于高端酒的贡献，
28.19亿元的总营收中高端酒占了27.26亿元，同比增加
41.66%。通过持续推动品牌高端化及深耕高端消费人
群，水井坊已获得了丰厚的市场回报。 （朱西岭）

6 月 12日晚，第四届“丝路中原”文
化娱乐盛典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上
演。作为大会唯一指定用酒，仰韶彩陶
坊·天时现身盛典并得到艺术家们的一
致认可。

据悉，2019年“丝路中原”文娱盛典
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南广播电视
台、河南省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旨在打
造一场以弘扬中原优秀文化为核心，落
实以影视文化为重心的艺术盛宴。李树
建、范军、孙甜甜、于根艺、刘小宝及《百
家讲坛》主讲人纪连海等省内外文体界
人士共同与会见证。

晚会开幕后，彩陶坊·天时文化宣传
片率先登场。颁奖环节，仰韶营销公司天
宝中心副总监郑磊上台为年度新锐奖获
奖嘉宾颁奖，他说：“新锐是各个领域的后

起之秀，他们独具创新力、创造力，更具有
打破陈规的勇气和实力，未来必将是这个
领域的栋梁之才，就像在白酒市场，彩陶
坊·天时高端新锐品牌的崛起，也必将是
消费升级环境下的大势所趋。”

随后的宴会上，纪连海老师对彩陶
坊·天时赞美不已：这不仅仅是一瓶酒，
更是史前人类智慧的结晶。著名演员于
根艺表示，曾去过仰韶酒厂，亲眼看到了
一瓶好酒的诞生，见证了仰韶人对匠心
的传承。刘小宝则说，很多场合都能看
到彩陶坊的身影，喝过这个酒的都说

“中”。
以“古”传承，以“新”出彩，彩陶坊·

天时是仰韶酒业进一步接轨世界的印
证，也使数千年的仰韶文化得到了进一
步的弘扬与传承。 （张萌）

彩陶坊·天时出彩第四届“丝路中原”文娱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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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谷春酒业携新品亮相信阳汽车文化节
6 月 15 日，第六届信阳汽车文化节

在信阳市平桥区百花会展中心举行，河
南五谷春酒业携金谷春和金谷醇系列
白酒产品亮相文化节，并作为主赞助商
为文化节期间举行的摄影大赛提供了
丰厚的奖品。

上午 9时，摄影大赛颁奖典礼开始，
主持人向观众介绍了本次活动的主赞助
商五谷春酒业及大赛奖品——金谷醇·
醇9产品和金谷春·谷30产品，赢得获奖
者的一片掌声。

文化节期间，五谷春产品展位前参
观者络绎不绝，尤其是采用了谷粒原型
创意设计的金谷春最新瓶形受到诸多关
注。瓶子犹如一枚颗粒饱满的谷粒，寓
意纯粮酿造之美酒，金黄色的瓶身则象
征着丰收和金贵，瓶头类似一顶官帽，被
消费者美称为“五棱金冠帽”，显得格外
美观大方，不时有人在展位前驻足询问
价格，了解招商及销售政策。可以说，活
动现场金谷春产品备受家乡消费者的喜
爱。 （王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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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酒转型发展以来，汝阳县委、县政府
认真落实《河南省酒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
（2017—2020年）》及《洛阳市促进杜康转型
升级行动计划》，把握白酒业发展的新形势，
发挥酒祖杜康历史文化优势，提升杜康品牌
形象，支持杜康酒产业做大做强，力争通过
5-10年的努力真正实现杜康振兴。

一、鼓励企业加强质量管控，提升品牌
品质。一是做强源头，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和
农业结构调整具体规划，在陶营镇、蔡店乡
集中流转土地3万亩，种植优质小麦和优质
高粱，为酿造纯正甘甜的杜康酒提供原材料
保障。二是加强创新，支持杜康深化与江南
大学、河南科技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合
作，对杜康传统工艺进行继承和发扬，挖掘
杜康特有的酒体基因，开展“杜康白酒关键
技术与应用研究”，同时加速工艺改造和技
术创新。三是优化流程，加快杜康白酒生产
智能化提升，投资近3000万元，完成了酿酒
窖池物联网监控系统和数字化曲房管控系

统优化升级，通过智能化数据采集，建成了
最优发酵模型，有效指导酿酒生产。此外，
投入资金支持杜康持续养护、改造窖池，升
级地下酒窖，加大地下储酒能力，确保小封
坛原酒的储存年限达到5年以上。

二、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助推企业健
康发展。一是加强水源管理。杜康酒香源
于杜康泉水，近年来汝阳县全面推行河长
制，出台政策认真做好杜康河的管理和小流
域治理，先后清理杜康河两岸垃圾 5000立
方米，疏通河道清淤清浚 30000立方米，绿
化河岸3公里，杜康河的资源、环境、生态功
能逐步恢复，为酿造纯正甘甜的杜康酒提供
水源保障。二是整顿和规范白酒市场秩
序。2018年汝阳县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局共
抽检各类白酒 60余次，县公安局查处假冒
白酒2起，使得白酒市场秩序更加规范。三
是加强白酒产业园区建设，整合蔡店乡 17

家白酒生产企业，制定杜康酒类品牌规范，
营造良性发展的外部环境。

三、统筹培育酒祖文化，全力提升杜康
品牌。一是传承古法酿酒，大力推动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顺利实施，其中杜康古酿
坊已经竣工，中国白酒博览中心大楼修复投
资已经过评审，“酒功馆”“酒过馆”恢复工程
已进入前期施工阶段。二是推动杜康文化
传播，每年 9月 9日固定举行“祭拜酒祖大
典”活动，传播杜康文化，扩大杜康酒知名
度。2018年“杜康酿酒工业游”突破 9万余
人次。 三是推动杜康古镇建设，按照《洛阳
市 促 进 杜 康 转 型 升 级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要求，委托同济大学高标准
编制完成了杜康古镇规划，现正在招商。同
时，对杜康酒厂所在的蔡店镇区，按照“徽
派”风格设计沿街外立面改造，白酒销售商
业街改造一期工程已投入使用。四是推动

酒祖文化传承，谋划中国酒祖博物馆，逐步
把地下酒窖长廊和杜康古镇打造成为杜康
酒祖文化旅游核心区。

四、强化资金政策支持，助推杜康转型
升级。鼓励杜康控股创新融资方式，拓宽企
业融资渠道，认真落实相关政策措施，协调
金融部门支持企业发展。2018年为杜康控
股申报广告补贴资金170余万元，为企业申
报研发资金 100万元，支持科技攻关，提升
品质。

2019 年，是杜康全面转型升级的“蓄
力”之年，汝阳县委、县政府将全面落实省委
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对杜康转型发展的相关
政策和要求，支持杜康控股持续夯实市场，
全力提升杜康品牌。一是完成杜康文化广
场建设，规划塑造杜康雕像，定期组织祭拜
酒祖活动，“杜康酿酒工业游”年内力争突破
10万人次。二是全力打造酒祖杜康小封坛
系列产品，完成酒祖杜康分区窖藏系列、绵
柔杜康系列产品的全面升级。三是加快“杜
康白酒产业园”的规划建设，引入上下游企
业，实现杜康白酒产业的集聚发展。

河南寿酒集团开展红色教育活动
日前，中共河南寿酒集团有限公司

总支部委员会，组织党员、员工赶赴拍石
头乡北干渠、郑永和故居等地，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活动。

河南寿酒集团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
记、总经理李峰表示，为期一天的红色之
行，通过一处处旧址、一件件实物、一个

个鲜活的故事，使大家既学习到了革命
先烈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勇于献身
的大无畏精神，也锤炼了党员干部队
伍。大家要珍惜学习机会，通过重温艰
难岁月，提升党性修养，传承和弘扬“辉
县人民干得好”的宝贵精神，激发干事创
业的精气神。 （东方）

宝丰酒业开启炎夏酿酒生产新模式

日前，宝丰酒业五个生产班组同时投入火热的生
产，引起业界广泛关注。因为对于白酒生产来说，夏天
的高温和高湿不利于生香等微生物群体的活动。

那么，宝丰为何逆势而为呢？据宝丰酒业工艺部副
部长王晓江介绍，为减少夏季高温高湿对白酒酿造的影
响，公司从曲粮配方、工艺规程、规避不利因素等方面对
酿造工艺进行了优化创新，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效，故
此才有了本次夏季酿酒新尝试。 （朱平）

古井贡酒助力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6 月 9 日-11 日，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迎来“安徽
日”。作为唯一参展的白酒工艺非遗项目，“千年古井贡
酒酿造工艺”在古井贡酒非遗展厅进行了展演与展示。

据悉，古井贡酒非遗展厅由酿酒工艺泥塑展示区、
手工上甑摘酒演示区、桃花春曲曲块展示区、非遗大师
美酒品鉴区、产品展示区、互动体验区六部分组成。通
过现场展演，再现了古井贡酒传统酿造技艺与现代科技
的巧妙融合，带给游客不一样的非遗感受。 （沐麟）

皇沟酒业举行关爱残障儿童公益晚会
6 月 15 日晚，由皇沟酒业携手飞扬

舞校共同举办的关爱残障儿童公益晚会
在永城市人民广场举行。

整场晚会充满了互助与感恩，洋溢
着浓浓的爱心氛围，引导残障儿童树立

“自尊、自信、自强”的人生信念。
皇沟酒业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张树

强受邀与会。致辞时，他首先向关心支
持此次慈善事业的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表
示了感谢。张树强说，皇沟酒业诞生于
1958年，60余年来始终坚持初心、良心、
匠心，秉承爱心，酿造高品质白酒，助力
本次公益活动，旨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和义务，为社会做更多贡献。 （王栓）

酒业资讯

金沙酒业厂商联谊活动走进红旗渠
6月 11日-12日，金沙酒业中原战区厂商联谊活动

在红旗渠举行，中原战区总裁蒋化洋带领河南省区的全
体营销人员及核心经销商5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在红旗渠纪念馆中，全体人员认真聆听讲解，并观
看了纪录片《红旗渠》，为林县人民“自强不已、奋斗不
息”的红旗渠精神而深深折服。大家表示，在酱酒热潮
和金沙酒业高速高质发展的背景下，一定要鼓足信心和
决心，积极开拓市场，为公司的发展贡献力量。 （李豪）

《豫酒赋》：

转型发展正当时 砥砺奋进谋新篇

汝阳：培育酒祖文化 提升品质品牌 助力杜康做大做强

6月初，跨越郑州、南阳、平顶山、开封等
地市，涵盖赊店老酒团购客商、千家终端店
主、万名核心客户的全省大联动——赊店老
酒“千万行动”正式启动。

“千万行动”指的是千店万企游赊店大型
特色回厂游活动。活动规格高、标准高、组织
严密，客户一律采取邀约制，名额有限。

6月 3日，南阳市区核心客户率先响应赊
店老酒“千万行动”；6月 5日，来自郑州市区、
中牟县的近百名核心客户走进赊店老酒；6月
6日，来自原阳县的终端店主参加了“千万行
动”；6月 11日，许昌长葛团购客户参加了“千
万行动”；6月 15日洛阳、平顶山两地的核心
客户抵达赊店老酒生态产业园。

截至目前，赊店老酒“千万行动”第一季
开展顺利，终端店主、团购客商响应积极，已
有近千人通过活动走进赊店老酒生态产业
园，感受赊酒历史文化，见证赊店老酒酿造技
术和企业实力。

在接受回访时，郑州烟酒店陶总表示：
“希望厂家能够多给一些‘千万行动’的名额，
让我背后的核心客户也来赊店老酒看一看，
亲身感受一下厚重的赊酒文化。”这也证明了
赊店老酒此次“千万行动”在河南白酒圈的受
欢迎程度。相信通过此次“千万行动”活动，
更多的白酒从业者将有机会走进赊店老酒生
态产业园，领略河南本土酒企的魅力，加强卖

“豫酒”的信心，助力豫酒振兴。 （程龙）

赊店老酒“千万行动”第一季顺利开展

当前，豫酒转型发展强势推进，豫酒企业齐头并进、
抱团发展更是赢得业界一致肯定，为此河南寿酒集团专
门组织撰写了《豫酒赋》给予礼赞：

伸手一捧，尽是唐宋文明；拾脚一踩，悉数汉瓦秦
砖。廿多王朝演绎兴衰，二百帝王博弈中原。

豫者，九州之心，雄踞豫甸。华夏腹地，沃腴中原；
天下粮仓，民族脉动；物华天宝，文明浩瀚。文明之域定
有酒国，繁华之所必现酒幡。金银花盛，豫酒姓焉！伯
仲布四方，仙神皆垂涎。豫西仰韶，陶香自然；杜康佳
酿，醉倒酒仙。伏牛汉水，醴醪赊店；乌龙呈祥，五谷春
艳。贾湖泛舟，富平春满。张弓皇沟，三商平原；国字六
号，宋河独揽；父城宝丰，清香缠绵。味蕾之都，出彩河
南；健康寿酒，儒香典范。

政府宏韬绘纲目，领导殚精显卓见：振兴豫酒必升
级，刻不容缓勿怠慢。媒体累牍不夜天，佳文连篇情相
牵；多方助力出良策，摇旗呐喊奔前沿；豫商豫酒豫人
饮，襟袂相连自家人；酒业转型应运生，企商携手舞翩
跹。待到天时地利时，豫酒必赢艳阳天。 （李松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