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质出众 实力彰显

宋河酒业连续两年入选“中国轻工业食品行业五十强企业”
6月 25日，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主

办的“强化科技创新、服务美好生活——
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高峰论坛”在北京举
行。会上发布了“2018年度中国轻工业
百强企业”和“2018年度中国轻工业食品
行业五十强企业”等荣誉榜单，宋河酒业
连续两年荣耀入选“中国轻工业食品行
业五十强企业”“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
同时在中国轻工业食品行业五十强企业
中，宋河酒业是豫酒中唯一的上榜企业，
在全国酒类生产企业（包括啤酒、黄酒）
中位居第13位，行业竞争力持续提升。

“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榜单是评
价轻工业企业竞争力的权威榜单，也
是衡量中国轻工业企业发展活力的重
要标准。宋河酒业凭借强大的综合实
力、良好的市场口碑及日益增强的品
牌影响力，获得了大会的一致认可，在
当前省委省政府大力推动豫酒振兴的
今天，有着重大的意义。

品质出众，宋河高质量发展
的坚强基石

好产品是一个制造型企业发展的

前提，而产品品质，恰是宋河酒业一直
以来最大的优势。从“中国名酒”到

“中国驰名商标”，从“世博会河南省馆
指定用酒”到“中国（河南）地域文化标
志酒”，从布鲁塞尔世界烈性酒大奖赛
金奖到数年连续获得的中国白酒“青
酌奖”……宋河酒业多年来获得的一
系列奖项，几乎都与产品品质有关。
在 2018年上海酒博会上，中国酒业协
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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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进入各价格段的前四名，这更是行
业对宋河品质的最佳肯定和褒奖。

从 2017年开始，宋河酒业联合河
南省酒业协会和河南日报社，连续三
年独家承办“国字宋河杯”河南省民间
品酒大奖赛。继首届 60 场大赛后，
2018年更是在全省范围内吸引了 400
万余人参与，今天，“国字宋河杯”第三
届民间品酒大奖赛的海选也正在各个
市场如火如荼举行。在这场对品质宋
河的全民品鉴中，宋河酒业 11位国家
级白酒评委与一线消费者积极互动，

深入调研消费需求，研发消费者更喜
爱的白酒产品，一方面尊重市场，另一
方面又达到了引导市场、培育市场的
目的，让品质成为宋河跨越发展的基

石和市场竞争的利器。

品牌力量，宋河高速发展新动能

在“强化科技创新、服务美好生

活——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高峰论
坛”上，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长张崇和
提出“加强品牌培育，发展高端品牌，
维护品牌美誉度，赋予品牌新内涵，不
断提升品牌价值，推动中国产品向中
国品牌快速转变”的想法，恰是宋河品
牌一直以来坚持的方向。

特别是在 2018年，宋河酒业更是
通过一系列品牌推广活动，将宋河的
品牌高度提升到历史最高：如冠名豫
酒首列高铁“国字宋河”号，成为在周
口举办的河南省第十三届全运会首席
战略合作伙伴，于宋河酒业建厂五十
周年之际举办“礼遇中国五十年——
宋河酒业建厂五十周年庆典暨封坛大
典”，赞助开封菊花文化节、河南春晚、
豫商大会等大型活动等，均把以国字
宋河为首的豫酒品牌提升到了一个全
新的高度。同时，作为“河南省最具温
度的白酒品牌”，早在 2010年，宋河酒
业就成立了宋河老子国学教育基金
会，通过在校建立国学图书馆及相关
文化教育设施，兴建、资助贫困落后地
区学校，资助贫困家庭学生或具有特

殊才能的学生等一系列公益活动，促
进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支持教育事
业。另外，针对和新生代粉丝的沟通，
宋河酒业独具匠心地打造了豫酒首个
独立 IP——宋瓷（china song）,被称
为豫酒中里程碑式的创新。

除此之外，宋河酒业还加大了对
主流媒体、新媒体等的投入，基本实现
了“报纸有文字，电视有图像，广播有
声音，网络有信息，高速、高铁有宣传”
的全方位推介格局，有力提升了宋河
品牌的知名度。

有实力，才有竞争力！在 2017年
度“中国轻工业食品行业五十强企业”
中，宋河酒业排名为第49名，也是豫酒
企业首次进入中国轻工业食品行业五
十强企业。正如张崇和所说，在中国经
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时期，代表中国经济
原动力之一的轻工业企业更应发挥“排
头兵”的作用。身为豫酒的领军企业，
毫无疑问，宋河酒业已然成为勇于探
索，不断开拓创新的优秀典范，必将引
领豫酒品牌，在豫酒振兴的大道上，一
路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利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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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现场

□本报记者 朱天玉

6月 30日，在内乡宝天曼景区，来自襄阳的中
学生研学旅游团队正在领队李小伟的带领下，听
着景区导游的讲解，学生们对景区植物的名称、特
性充满了好奇，还不时地提出问题，旅途中，既欣
赏了风景，又学到了不少知识，晚上，住在景区的
星级酒店里，享受着“森林氧吧”的独特魅力。

“景区的可进入性增强、接待条件提升、休闲
生态苑河道两边光亮工程启动，使宝天曼景区夏
季游客爆棚，一床难求，这都是内乡县争创国家5A
景区带来的可喜变化。”景区负责人一语中的。

内乡宝天曼生态文化旅游区在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 4年的时间内，再次实现了在国家“全域旅
游”战略中的华丽转身，续写了加快旅游业转型发
展新篇章。内乡宝天曼生态文化旅游区由宝天
曼、内乡县衙、宝天曼峡谷漂流3家国家4A级景区

组成，是南阳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拥有世
界人与自然生物圈保护区、世界级的地质景观和
生态景观，是融科普、科考、观光、休闲、体验等多
种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自创建国家 5A级景区之日起，内乡就把北部
山区的宝天曼景区、宝天曼峡谷漂流景区、天心
洞、七星潭各景点串珠连线，整合文化和自然旅游
资源，利用宝天曼旅游快速通道和沿线的美丽乡
村驿站、游园廊道建设，打造一村一品、一村一景
间的全域旅游新亮点。

打破行业和产业界限，实行“旅游+”融合发
展，整合旅游资源，为游客提供观光、休闲、度假、
体验、研学及教育、健身展示等多种服务的新型产
业形态，打造内乡县衙景区功能衔接的历史特色
商业街区和内乡县衙古衙门文化及宝天曼生态度
假互补的功能区，强化休闲体验，品官德文化、游
古县衙、览天曼胜景、吃内乡特色小吃的多元化需

求。同时通过举办“凉爽伏牛山 百万学子游伏
牛”“宝天曼红叶节免门票”、举办“十个一”的旅游
研学新活动，不断丰富和完善内乡全域旅游产业
链条新业态、新产品、新内涵。内乡县衙景区新增
4台自助售票机、完善和制作智慧化标识标牌 100
余块、智慧化停车场投入使用。宝天曼景区新建
了 5座星级厕所和景区山门系统的智慧化停车和
票务系统、宝天曼峡谷漂流景区对 8.5公里的漂流
河道进行了疏通整治，新增600条漂流船、3000件
救生衣、3000顶安全头盔、5000个船桨板。

完善的设施、良好的生态、优美的风景，使内
乡的全域旅游产业突飞猛进、风生水起。2018年，
内乡宝天曼生态文化旅游区共接待游客 260万人
次，实现综合效益达 1.7亿多元，同期增长 6%。内
乡县衙景区和宝天曼景区分别荣获“河南省研学
旅游示范基地”，内乡县衙景区获得“河南省智慧
景区”“2018年度中原旅游景区金口碑奖”。

内乡：5A创建引全域蝶变

7 月 1日，2019 年嵩县“盛世欢歌·
舞动嵩州”庆“七一”全民广场舞展演暨
万人共舞活动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共嵩
县县委宣传部、嵩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联合开展，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唱响主旋律、提振精气神，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 （李睿）

美轮美奂的沙画表演、动感刺激的
DJ灯光秀、大型魔术绝地逃生、燃爆全场
的花式调酒……6月29日晚，郑州绿博园
2019 绿博之夜金星啤酒消夏狂欢季开
启。从当天至8月 18日期间的每个周六
和周日，众多精彩节目缤纷您的夏日。

据了解，目前园区亮化灯已全部调
试完成。在此基础上，今年新增了亮化
激光灯，为大家上演一场集声、光、电、机
于一体的激光表演。

与此同时，声光电音乐喷泉炫舞的
水面全景水秀，结合了音乐、灯光和水
柱，在《牧羊曲》《青春修炼手册》等知名
歌曲的伴奏下，变幻出美艳的“水炫舞”，
带给游人一场精美绝伦的视听盛宴。

老家味道美食街，十八地市风味美
食助阵绿博之夜。传统的小吃色泽诱
人,油炸鼓、不翻汤、荆州锅盔、方城烧
麦、濮阳壮馍、老式烩面等特色美食满足
游客的味蕾。 （刘瑞）

万人狂欢，清凉一夏。7月 6日重渡
沟第 11届音乐啤酒节将拉开帷幕。作
为中原地区颇具人气的狂欢盛宴，本届
啤酒节在延续往届精彩活动基础上，以

“光武大帝赐玉液、鼓声雷雷引美酒”啤
酒之王争霸赛拉开夏日狂欢大幕。

从本周六至 8月 24日，八期活动周
周不同：齐天大圣送蟠桃、红歌嘹亮唱响
建军节、万人激情泼水节、舞动古今快闪
秀、“拳王之王”争霸赛等精彩活动将展
现在大家面前，劲歌辣舞、民俗绝活、逗

趣表演、互动大奖，为您打造夏日激情万
人狂欢盛宴。 （杨建兵）

近日，随着 2019 暑期的到来，国家
5A级景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开封清明上河园“夜游清园”旅游项目人
气趋旺,备受游客追捧。

据了解,清明上河园“夜游清园”项
目于 2017年正式推出，一系列主题活动
和优惠措施的推出，赢得了业界广泛关
注。同时，夜游项目的推出，对清明上河
园景区里的餐饮、住宿等相关旅游消费
也起到良好的带动效果，完善且优化了
全天的文化、旅游产业的经营模式。

夜间游玩清明上河园，游客可以体
验“人在船上坐，船在画中游”的美妙，品
味汴河美丽夜景。演出节目方面，景区
精心推出了大宋绝技、气功喷火、王小姐
抛绣球、《清明上河图》光影秀、开河祈福

等。为了提升观赏性、可玩性，景区利用
灯光亮化，提升夜游产品，利用美食小
吃，完善全天游园产业链。

据悉，清明上河园“夜游清园”项目
的成功打造，现已成为夜游古都开封的
最重要一环，延长了游客在开封停留的
时间，满足了游客晚间的消费需求,打造
了开封的旅游夜经济。 （姚亚彤）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周向毅

如梦的云雾轻卷曼舞，山峰顿时淹没在梦幻
般的云海。远观老君山，犹如碧波万顷的汪洋大
海，翠峰恰似千帆竞渡……

6月 29日，以“云游仙境，夏享清凉”为主题的
2019老君山观海避暑节正式启幕。在2个月的时
间里，连续10场主题活动让游客尽享老君山的夏
日清凉世界。

观云海 游仙境

作为中部地区夏季旅游的品牌活动，老君山
观海避暑节已经成功举办六届，每年都会吸引数
十万游客前来观海听涛、纳凉消夏。

据悉，栾川老君山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高
林密、潭瀑成群，夏季的平均气温仅 21℃，非常适
合避暑纳凉。更精彩的却是这里无与伦比的云海
奇观。

经历一场雨水洗礼后，绵延起伏的山峦沉浸

在云雾之中，漫山树木青翠欲滴。缕缕云雾在山
谷间升腾，时而缠着险峰，时而绕着奇树怪石，时
沉时浮，宛如一幅灵动的泼墨山水画。

据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徐
雷介绍，老君山从 2014 年开始推出了观海避暑
节，景区依托老君山高海拔、低气温及独特的云海
景观，打造出一个游客喜欢的品牌活动，让大家不
出河南能看“海”，走进老君山享清凉。

主题多 嗨翻天

本次活动的开幕式恰逢“七一”建党节前夕。
在现场，老君山文旅集团党支部书记、董事局主席
杨植森表示：“老君山的全体党员及群众将继续发
挥不怕困难、乐于奉献的精神，在旅游富民的道路
上，竭尽全力，奋斗终身!”在老君山全体党员的感
召下，现场的千余名游客共同唱起了《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群情激昂、气势雄浑。

活动开幕式上，精彩纷呈的歌舞、惊心动魄的
杂技表演、华美惊艳特色汉服秀典等轮番登场，为
游客奉上了一道文化旅游大餐。最后，一朵朵璀
璨的烟花在腾空绽放，照亮了老君山的夜空。

本届观海避暑节持续至8月31日。接下来将
推出老君山古韵山水音乐节、老君山啤酒龙虾狂
欢节、老君山汉服嘉年华、老君山万人仙境蟠桃
宴、老君山网红达人艺术节、老君山金婚庆典、老
君山车友狂欢节、老君山云海露营节、老君山万人
贴秋膘九项精彩活动，嗨翻您的整个夏天。

云飞扬 身清凉
——2019老君山观海避暑节大幕开启

郑州绿博园开启消夏狂欢季

啤酒之王争霸赛即将燃爆重渡沟

盛世欢歌舞动5A嵩县

清明上河园：“夜游清园”受追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