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结分析 谋划工作
——上半年省白酒业转型发展工作会举行

4个城市、71天赛程、27场比赛，7月
28日，河南赊店老酒队以常规赛第5名的
成绩，在全省篮球球迷的欢呼声中结束了
本赛季征程。作为一支年轻的球队，河南
赊店老酒队虽然止步于半决赛，却在今年
夏天点燃了河南千万篮球球迷的激情和
梦想。

据悉，河南赊店老酒队隶属于赊店老
酒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赊店老酒斥巨
资完成了对河南职业男篮俱乐部的收购，
正式将其命名为“河南赊店老酒男子篮球
俱乐部”。7年的时间，河南赊店老酒队代
表河南征战在NBL全国篮球联赛赛场上，
成绩逐年上升且从未缺席过季后赛，每年
累计有近 10万球迷抵达现场为球员们呐
喊助威。年轻的河南赊店老酒队，以“篮
球梦·洞藏柔”的口号贯穿赛季始终，让河
南球迷感受到了队员们历经“洞藏”磨砺
后的巨大力量。

如此鼎力支持河南男篮事业，源于篮
球的竞技精神和赊店老酒“洞藏柔”内在
精神的一致性。篮球事业非一日之功，需

要场下“洞藏”自我，刻苦训练，才能实现
场上面对强敌游刃有余。赊店元青花·洞
藏年份酒独特的“洞藏柔”也是如此，新酒
性烈，经历 14米深洞藏的时间磨砺、去烈
存柔，最终成就了“洞藏柔”的厚而不烈。

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本赛季虽已结
束，但是篮球梦永不止步。赊店老酒将继
续左手“振兴河南篮球”，右手“助力豫酒
振兴”，回馈支持河南男篮与河南白酒的
消费者。 （程龙）

河南赊店老酒队以优异成绩挥别2019赛季
日前，在原阳县相关负责人带领下，来

自原阳县的 50余家知名企业负责人，抵达
汝阳县杜康控股生产基地参观考察。

考察团一行先后参观了杜康华夏第一
酒窖、杜康文化广场、杜康造酒遗址、杜康酿
酒生产车间，深入了解杜康的品牌文化、历
史渊源、产品架构。随后的座谈会上，杜康
销售公司总经理柳向阳向大家介绍了公司
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规划。他说，杜康是华
夏酒祖，拥有 5000年深厚的历史文化。自
2009年重组为杜康控股以来，公司先后投
入巨资储存优质原酒，提升酿酒技术，聚焦
核心产品，夯实市场基础，为重铸杜康辉煌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7年，省政府把白
酒业纳入 12个转型攻坚重点产业之一，提
出了白酒业转型发展的战略。作为一个千
年民族品牌，杜康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以“一
生酿好一坛酒”为追求，致力产品创新，深度
挖掘杜康品牌历史底蕴和“华夏第一窖”的
核心优势，推出了历经5年地窖坛藏的价值
新品——酒祖杜康小封坛，志在打造高端豫
酒典范，助推豫酒振兴和转型升级。

原阳县工商联（总商会）主席尚光修代
表参访企业负责人发言。他说，此次带领
50多家原阳知名企业实地参观考察杜康，
深切感受到了杜康人传承民族文化的深厚
情怀，杜康人不只是在酿酒，更是在以匠心
酿酒。希望在座的原阳企业能够和杜康加
强交流，密切沟通，探索建立互利共赢的合
作机制，共同发展，互惠共赢，助力杜康把千
年民族品牌发扬光大。

（孟振峰）

原阳县50余位企业负责人探访杜康控股

考察结束后合影留念激烈的赛场拼搏

豫酒生产、流通企业交流座谈会举行
日前，豫酒生产、流通企业交流座谈会

在河南盛林商贸公司举行。仰韶、赊店、宋
河、五谷春、杜康企业销售负责人和省副食、
酒便利、酒客来、1919酒类直供、华磊实业
等省内知名酒商负责人20余人与会。

座谈会开始前，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
项工作领导小组主要领导带队在盛林商
贸名酒体验中心查看了豫酒专柜设立及销
售情况，同时寄语盛林商贸：要加大豫酒展
示销售力度，在酒商卖豫酒方面走到前列。

随后的座谈会上，河南盛林商贸董事
长涂建胜代表酒商率先发言，他从豫酒应
该树立“文化自信、品质自信、品牌自信”以
及注重团队管理、营销机制、销售政策三个
改变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省副
食副总经理彭希安从保持团队稳定、加大宣
传力度、做好商务推介、强化政策支持等方
面为豫酒企业提出了具体建议。1919酒类

直供、酒便利、酒客来、华磊实业等酒商负责
人分别从口感变化、加强品鉴、文化属性、政
策到位、牵手酒商等方面提出了强化豫酒销
售的具体建议。杜康、宋河、仰韶、赊店、五
谷春等豫酒企业销售负责人一致表示：认真
听取了商家建议，回去后将拿出切实措施，和
商家深化合作，厂商携手把豫酒销售做好。

在省工信厅、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
广播电视台等成员单位做了相关发言后，省
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主要
领导做了总结发言。他肯定了豫酒、豫商积
极携手合作的可喜变化，通过厂商大力合
作，豫酒销量也在大幅增加。同时，小组领
导对金花企业提出要求：要深入研究市场、
研究消费者，培养专业、稳定的销售队伍，要
让利商家、深化厂商合作，做好销售。最后，
他再次寄语在座酒商，要继续响应政府号
召、勇于担当、多想办法、卖好豫酒。（孙峰）

日前，“豫酒振兴，仰韶先行·灵宝区域
品牌对接会”在灵宝市举行。

来自省工信厅、三门峡市各相关政府部
门负责人，仰韶酒业党委书记、董事长侯建
光，仰韶营销公司总经理郝惠锋及灵宝市各
乡镇、各局委、各行业商会代表，仰韶酒业核
心客户等近300人与会。

灵宝是道家文化的圣地，渑池是仰韶文
化的发源地，二者分处三门峡的西、东大门，
共依黄河、因河而生，人文相亲、情感相融。
随着三门峡打造“五彩三门峡”、建设省际区
域中心城市的深入实施，两地的合作正更加
密切、交流更加频繁。

郝惠锋在致辞中表示，豫酒的发展离不
开酒商酒企的融合对接，豫商与豫酒的合作
正在逐步深化。诚挚希望在座嘉宾：多多品
鉴豫酒、推介豫酒，共同为家乡经济文化建
设添彩、为豫酒转型发展作贡献！

会上，河南仰韶营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市场中心总监王军学，以《中国白酒的陶
与醉》为主题，围绕“走进仰韶文化、走进仰
韶酒业、鉴赏仰韶产品”等内容，作了仰韶文
化和仰韶酒文化主题推介。

灵宝市徐淮商会会长袁守勇表示，仰韶
酒业作为豫西优秀的地产白酒企业，多年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酒为媒，以彩陶为
媒，在中原大地刮起了仰韶彩陶风，这一瓶
瓶白酒承载的不仅仅是厚重的仰韶文化，更
是企业对于这片热土的挚爱与深情。

丽红烟酒店负责人武园园在代表经销
商发言时表示，不论是经营理念、质量品质，
还是核心技术，仰韶酒业都是豫酒中的佼佼
者，通过本次对接会也能真实地感受到仰韶
对灵宝地区市场规划布局的专心和专注，作
为灵宝地区的仰韶经销商和合作伙伴，感到
非常骄傲，合作也越来越有信心。 （张萌）

仰韶酒业举行灵宝区域品牌对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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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杯·河南军旅诗词书画邀请展”举办
日前，为迎接“八一”建军节，由河南省直文联、贵

州茅台河南经销商联谊会等主办的首届“茅台杯·河
南军旅诗词书画邀请展”在郑州举办。

据悉，本届军旅诗词书画邀请展以茅台酒的历
史、文化、故事、工艺、营销、贡献为主题，面向河南地
区军旅系统征集优秀书画作品，最终入选诗词作品 58
件、书画作品 116幅，通过作品讴歌了人民军队的丰功
伟绩和艺术家们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 （刘健）

□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朱西岭

白河之畔，豫酒飘香。
7月 25日，由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

作领导小组支持、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大河报社承办、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赊店老酒”）协办的“豫酒中原行”第
二站南阳推广活动正式启动，10家豫酒骨
干企业再次集体亮相，以同一个声音为豫酒
转型发展摇旗呐喊。

赊店调研 推进加快发展

7月 24日，南阳站推广活动开始前，省
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
满仓，带领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
局、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广播电视台等
成员单位相关人员，深入赊店老酒股份有限
公司进行专题调研。

调研组一行走进赊店老酒生态园区，看
项目问进展、看设备问工艺、看产品问质量、
谈销售问市场，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技
术创新情况。随后，调研组在该公司会议室
组织召开了“豫酒转型发展赊店老酒专题会
议”。会上，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单森林和来自南阳市、社旗县的各相关政府

职能部门负责人，先后介绍了企业发展及政
府围绕扶优扶强赊店老酒所作的工作。来
自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专
家组的专家以及省工信厅、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代表，从政策支持、大
单品打造、宣传推介、消费氛围营造等角度，
给企业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和建议。

刘满仓在作最后总结时说，两年零四天
后再次来到赊店，感受到企业变化很大，工
作很有成效。下一步工作：一是要全面提升
品质。二是要全力开拓市场。三是要扎实
推进上市。尤其是下半年，要拼一把，努力
赶超，为上市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也希望南
阳市、社旗县各相关部门，要为企业高质量
发展营造好的环境和条件。

集体亮相 展示豫酒风采

7月25日上午，“豫酒中原行”南阳站活动
正式拉开序幕。豫酒“五朵金花”仰韶、赊店、宋
河、五谷春、杜康和“四朵银花”寿酒、皇沟、宝

丰、贾湖及民权葡萄酒，带着各自的主力产品
集体亮相。推介会上，9家与会的白酒企业销
售、生产领域负责人，依次上台对各自的企业、
产品和品牌进行了介绍，在品鉴环节，9家企业
还为参会嘉宾准备了各自的主力产品，大家一
边听讲一边品酒，不仅学习了白酒品鉴知识，
而且对博大精深的中国酒文化和豫酒不俗的
口感、品质有了进一步了解。

嘉宾巡馆环节，在南阳市副市长马冰陪
同下，刘满仓带领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
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代表，对10家参会企
业的展台进行了巡查，并不时向身旁的消费
者和酒商推介豫酒品牌和产品，吸引了大家
关注的目光。

厂商对接环节，在省工信厅、省糖酒食品
流通协会、南阳市酒业协会、南阳市酒店行业
商会、大河旅游联盟及赊店老酒等邀约下，南
阳当地 40余家酒类经销商、10余家餐饮企
业、10余家旅游企业、100多家工业企业的
负责人参与了厂商对接和交流。

现场，受邀与会的盛初（北京）营销咨询

有限公司总经理柴俊，以“白酒行业发展五大
趋势及豫酒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七点建议”为
题，给大家作了精彩演讲，让大家受益匪浅。

各方点赞 共助豫酒振兴

作为豫酒振兴的落地活动，“豫酒中原
行”除了给参会酒企带来了推介和展示机
会，同样给南阳当地酒商和消费者带来了了
解豫酒的机遇。不少参会酒商表示，通过活
动结识了更多合作伙伴，为企业未来发展积
累了更多人脉和资源。一位当地消费者则
说，通过活动发现河南地产好酒还真不少，
以后再招待外地客人可以大胆喝豫酒了。

正如马冰代表南阳市政府发言时所说：
“豫酒中原行”活动，规格高、范围大、层次广，
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了解豫酒、品鉴豫酒的
良好平台，作为我省白酒行业的一次盛会，必
将进一步提振全省白酒业繁荣发展的信心。

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工程师姚
延岭更是呼吁：在豫酒新的发展形势面前，
希望大家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切实抓住豫
酒振兴这个重大历史机遇，头脑清醒、保持
定力、集中精力、主动作为、善做善成，把豫
酒转型发展工作推向新高度。2222

豫酒产业转型发展进行时豫酒产业转型发展进行时
系列报道

调研、展示、推介 豫酒香飘宛城
——“豫酒中原行”第二站南阳推广活动侧记

酒业资讯

酒海观澜

7 月 22 日下午，上半年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工作
会在省工信厅举行。

据悉，上半年全省 9家重点白酒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同比增长 34.0%；缴纳税金同比增长 22.0%，其中 3家企
业税收增幅超 40%，整体态势良好。下半年的工作重
点：一是大力培育龙头企业，推动酒企上市融资；二是
加强政策资金支持，调动企业积极性；三是严格规范市
场秩序，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四是加强对标学习、科
研合作，培育人才队伍；五是帮助企业提品质、创品牌、
拓市场，提升竞争力。

来自省商务厅、市场监管局、财政厅、科技厅、农业
农村厅及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
广播电视台等成员单位相关代表，围绕各自所负责的
工作分别作了总结汇报。

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主要领导最
后作总结发言时说，从各单位汇报来看，上半年工作成
效明显。下半年工作：一是正确认识形势。虽然整体
势头良好，但也存在发展不平衡、营销策略不活、品牌
文化打造不够等问题。二是加快转型发展。通过狠抓
生产工艺、质量管理等，稳步提升品质。三是抓好营销
工作。酒企要稳定队伍、尊商让利，重点要把郑州市场
做好；政府各成员单位要带头支持，做好服务；媒体单
位要全媒体推动，传播豫酒文化和品牌。四是要抓好
企业重组，积极展开对外合作。 （本报记者）

宝丰酒美好生活节首届广场舞大赛启幕
日前，宝丰酒美好生活节首届广场舞大赛开幕式在

平顶山市鹰城广场举行。
据悉，广场舞大赛旨在为热爱广场舞的朋友提供展

示自己风采的舞台。根据计划，将从平顶山市和叶县、
郏县、舞钢市、鲁山县、宝丰县等县（市），每个地方招募
20—40支舞队，8月1日至8月6日进行各县（市）的城市
赛，选出一二三等奖各一名，进入 8月 10日的总决赛。
届时，将呈现千人共舞的盛大场面。 （季顺涛）

皇沟酒业在商丘举行馥合香上市发布会
日前，皇沟馥合香上市新闻发布会在商丘举行。
会上，公司曲酒生产与质技中心副经理张军从生态

馥地、磁化馥水、赤曲馥曲、五高馥法、六年馥藏、大师馥工
等方面，向大家诠释了皇沟馥合香的“天然酿造”；从闻着
有酱香酒的迷人酱香、品着有浓香酒的醇甜厚味、入喉有
清香酒的净爽顺感、回味有芝香酒的芝麻焦香等方面，
向大家解读了皇沟馥合香的“四香合一”及“闻着香、品
着香、睡得香、醒酒快”特点，赢得掌声一片。 （王栓）

寿酒集团组织党员举行红色教育活动
日前，河南寿酒集团党总支组织党员赴白洋淀、西柏

坡开展了为期两天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在白洋淀，大家参观了雁翎队纪念馆、嘎子村等红色

教育基地，了解到雁翎队英勇抗敌的革命事迹。走进西柏
坡，大家参观了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旧址，了解到作为解
放全中国的农村指挥所，西柏坡为新中国建设作出的卓越
贡献。随后，大家重温了入党誓词，学习和体会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意义。 （徐东方）

“朗陵罐酒”杯旅游产品摄影大赛落幕
7 月 28 日，由河南朗陵罐酒业有限公司冠名的驻

马店市第二届旅游商品展销会暨首届“朗陵罐酒”杯
摄影大赛正式落幕，并举行了颁奖仪式。

据悉，本次活动共有 100 多名摄影爱好者报名参
与，最终评选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 6名，优
秀奖 20名。河南朗陵罐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宋根明受
邀与会，并和到场嘉宾一起为获奖选手颁奖。 （朱西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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