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 25日，杜康控股携手经销商在郑
州举行了“感恩同行 共赢未来——酒祖
杜康2019中秋答谢会”。

来自省工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酒
业协会的相关负责人及杜康高管团队、优
秀经销商代表等 500多位嘉宾出席盛会，
会上还颁发了“终端宴席推广贡献奖”。

杜康控股销售公司总经理柳向阳在
致辞时表示，2019 年是杜康控股持续攻
坚，“撸起袖子加油干”的一年。他分析了
豫酒振兴下杜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认为
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杜康控股已经迎来
了发展良机。未来，公司将正视过去，重
视当下，直面未来，解决一切不利于发展
的问题。

随后，柳向阳以“变革、破局、发力、提
速”八个字表明了杜康人的决心与斗志，
强调杜康控股近来一直在做一件事：走出
去、请进来，走到客户身边去，走到市场终
端去，把老客户迎进来，把意向客户迎进
来。同时，把敬商、畏商、护商作为合作纲

领，推动全体员工正风、正气、有为、有位，
全力服务市场，服务客户，服务消费者。

业内人士表示，杜康控股举办此次中
秋答谢会，充分展示了杜康品牌的强大市
场号召力。多年来，杜康人始终坚持“一
生酿好一坛酒”，在厂商共同努力下，市场
销售份额逐年增加、品牌影响力逐步提
高、产品质量得到一致好评。在此过程
中，越来越多的经销商通过与杜康合作成
长为豫酒大商，和杜康控股同时实现了跨
越式发展。 （孟振峰）

杜康控股举办2019中秋答谢会

8 月 22 日，“‘一带一路’经济带国家
2019年酒类流通管理及推广研修班”走进
宝丰酒业参观交流。

据悉，来自老挝、摩尔多瓦、乌兹别克斯
坦、格鲁吉亚、斯洛伐克等“一带一路”经济
带沿线国家的 39名政企代表及学者专家，
在宝丰酒业董事长王若飞带领下，走进宝丰
酒生产园区，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宝丰酒文化
博物馆，认真听取了讲解员的介绍，全面了
解传承了 4100多年的宝丰酒历史和文化，
并参观了宝丰酒生产车间、酒库等，亲身感
受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宝丰酒的
传统酿造技艺。

参观结束后，宾主双方举行了“一带一
路”经济带国家 2019年酒类流通管理及推
广研修班宝丰酒业交流会。会上，宝丰酒业
副总经理王豪杰，向客人们详细解读了宝丰
酒的酿造工艺、特点以及品鉴方法。在宝丰
酒业总工程师卢振营带领下，参会嘉宾还现
场品鉴了宝丰酒的两款代表性产品——国
色清香师作和国色清香陈坛 35年，对宝丰

酒的清香型口感风格大为赞赏。在将近两
小时的交流座谈中，来宾们对宝丰酒有了更
系统深刻的了解，也对中国清香型白酒产生
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随后，王若飞再次向客人们系统介绍了
宝丰酒的历史文化、酿造工艺、核心产品、国
际化实践，以及中国白酒的工匠精神和传承
之道，并表示，希望和各位外国友人一道，把
宝丰酒乃至中国白酒文化传播到全世界，让
更多的国际友人感受到中国白酒的独特魅
力。 （季顺涛）

“一带一路”经济带国家嘉宾参访宝丰酒业

仰韶连获中原酒业“金牛奖”五项大奖

8月 23日，以“传承匠心 致敬经典”为
主题的2019第二届中原酒业“金牛奖”颁奖
盛典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凭借多年来取得的卓越成绩及在中原
酒业市场上突出的表现力，仰韶酒业力摘

“活力品牌奖（彩陶坊天时·月）”“十佳企业”
“孺子牛奖（仰韶酒业董事长侯建光）”“牛耳
奖（仰韶营销公司总经理郝惠锋）”“销售之
星（仰韶营销公司郑州彩陶坊销售中心一分
公司经理方红军）”五项大奖，成为豫酒最耀
眼的明星。

据悉，作为近年来中国白酒品牌中成长
较快的企业，仰韶以传承和创新为基石，从
彩陶坊天时、地利、人和畅销到彩陶坊日、
月、星上市，在中国白酒的竞争洪流中优雅
从容地实现了完美蜕变。仰韶人所取得的
成就，除了营销工作有声有色之外，最重要
的是酒品质量过硬。多年来，仰韶人始终坚
持传承匠心，不忘初心，勇于创新的精神，使

仰韶酒在消费者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仰韶酒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侯

建光，身为国家白酒评委、中国白酒工艺大
师，是一个既懂得酿酒又精通管理的“双料
人物”。在他的带领下，仰韶酒业不仅在酒
品质量方面不断提升而且在运营管理上也
有声有色，成绩卓越。

近年来,随着深化高端市场布局，仰韶
酒业凭借陶融香“雅、醹、融”的品质内涵及

“到河南，喝陶香”“陶香中国，天地人和”的
品牌内涵，成功撬动高端市场，成为一张亮
丽的“河南名片”。

与此同时，借助豫酒振兴的东风，仰韶
人进一步专注酿酒主业，弘扬仰韶文化，打
造豫酒品牌，助力河南出彩。通过矢志不渝
抓科研、深耕市场创品牌、以质量树形象，以
信誉求发展，在全国白酒业内树立了良好的
企业形象，并努力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奋
力迈进。 （张萌）

日前，赊店老酒郑州分公司对外发布消
息称，9月 9日将在郑州举行“再启征程，财
富共赢——赊店元青花·洞藏年份酒中秋答
谢会暨赊店元青花 8上市发布会”，全新的
战略新品赊店元青花8届时将正式亮相，从
而进一步丰富赊店元青花产品线的价格段
布局，为豫酒振兴再添一员猛将。

据悉，秉承匠心酿酒、对消费者负责、对
产品负责的态度，元青花8在此之前已成功
举办了多场内部品鉴活动，来自各行各业的
白酒爱好者在品评后，对元青花8均给予了
较高的评价：“赊店元青花 8的酒质保持了
一贯的高水准，窖香浓郁、入口绵厚、酒体协
调、尾净，一口就能品出赊店老酒的风格。”

公司内部人士透露，赊店元青花8之所
以能做到“好酒一口知醇柔”，来源于其背后
的醇柔密码“三个一”。“一窖”：明清古窖精
酿，同时坚守传统小窖发酵，成就了酒体的
醇厚。“一艺”：大师技艺，非遗传承。元青花

8由酿酒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新
建大师亲自把控品质，确保消费者一口醇
柔。“一藏”：基酒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历经
岁月陈藏去烈存柔，终成醇柔口感。

另据了解，郑州、南阳、洛阳、平顶山四
地的意向经销商在参加了内部品评活动后，
对赊店元青花 8的包装、品质赞不绝口，现
场就签下了经销任务书，在其他区域的招商
工作还未全面展开的情况下，赊店元青花 8
这款单品已经锁定了 3000 余万元的销售
额。可谓未卖先火，让人对其未来的市场前
景充满了期待。

作为豫酒重点骨干企业，赊店老酒在豫
酒振兴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引领着豫酒
的振兴。赊店元青花系列更是连续多年荣
获河南省畅销产品，如今再次推出“赊店元
青花 8”，有望续写该系列酒的辉煌，成为豫
酒振兴的又一款爆品。

（宗孝帅）

赊店全新战略单品元青花8即将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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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阿根廷葡萄酒中国巡展走进郑州
8 月 26 日，在阿根廷驻华大使馆和阿根廷葡萄酒

协会组织下，来自阿根廷的 20家知名酒庄走进郑州举
行了“‘廷’有新味”2019阿根廷葡萄酒巡展。

据阿根廷驻华大使馆经济与商务处参赞 Julian
介绍，去年 9月份他们第一次来郑州巡展和推介，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所以今年的中国巡展开始后，特意把巡
展的第一站选在了郑州，希望能把更多、更好的葡萄酒
推荐给中原地区消费者。 （西岭）

□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朱西岭

8月 26日，“豫酒中原行 佳酿醉商都”
豫酒中原行第三站郑州推广活动在黄河迎
宾馆如期举行，来自豫酒及相关行业代表
500余人聚集在一起，共话豫酒振兴，共谋
豫酒发展。

政企合力 共促豫酒

本次活动得到了包括政府、企业、酒商、
行业协会等各界的大力支持。

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刘满仓率领下，省政府副秘书长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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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巡视员刘波，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孙德中，中国农业银行
河南省分行副行长刘子军等相关单位负责
人均莅临活动现场。

来自仰韶、赊店、五谷春、杜康、寿酒、皇
沟、宝丰、贾湖、天明民权等豫酒重点企业的
主要负责人也积极参会和推介。作为本次活
动的协办方，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侯建光，代表与会的豫酒骨干企业
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

出席活动的其他嘉宾还有，京东酒世界

董事长冮建，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河
南省糖酒食品流通协会会长王庆云，河南省
餐饮和饭店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蒋辉，中国
副食流通协会副会长、豫商联合会副会长岳
增浦，河南食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万保建，郑
州酒类行业协会会长张云旺等。

展示推介 亮点纷呈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本次活动的内容和
亮点更加多样和丰富。

一是与会的酒商进一步扩容和加强。
河南省副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庆
云，金辉云酒货仓董事长池金清，河南喜洋洋
（酒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赵建华，河南
盛林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武等省会酒业
大商也受邀出现在了活动现场并作了典型发
言，他们的发言被豫酒企业称为“最想听到的
真实声音”，成为活动亮点之一。

二是活动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多彩。9
家参会的豫酒重点企业精心制作了9个彩虹
拱门来烘托气氛。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还

在会场通道上悬挂了 1000 个大红灯笼和
100面灯杆道旗，整体气氛热烈而隆重，这在
前两站活动上都是没有的。内容上，还增加
了《豫酒郑州宣言》宣誓、《我和我的祖国》“快
闪”活动，让大家耳目一新。

三是参会嘉宾规模进一步扩大。郑州
站参会人员多达 500余人，除了酒企、酒商
外，还有众多来自旅游、餐饮及大型酒店的
嘉宾以及50多家媒体到场报道。

集体宣言 提振信心

“恪守工匠精神，坚持品质至上；提升用
户体验，满足消费需求；倡导诚信经营，促进
厂商共赢；振兴豫酒产业，助力中原出彩”！

会上，为冲刺双节市场、提振豫酒信心，
主办方还邀请仰韶、赊店、五谷春、杜康、寿
酒、皇沟、宝丰、贾湖、天明民权等豫酒重点
企业共同发布了《豫酒郑州宣言》。铿锵有
力的宣言，让与会嘉宾倍感振奋，同时也看
到了大家携手振兴豫酒的决心。

作为活动主办方负责人，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副总编辑孙德中在致辞时表示，当前豫
酒转型发展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身为“豫
酒中原行”的主办和承办方，我们一定不负
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领导
的重托，不负与会的豫酒生产企业的信任，
把活动做好、做出成效、做成品牌，继续为豫
酒振兴贡献力量。

随后，姚延岭代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
项工作领导小组，对下一步工作作了部署。
他说：“一是抓住重点市场。通过把握时间
节点、注重营销创新，让消费者爱豫酒，买豫
酒，喝豫酒。二是深化品牌塑造。通过各种
措施提升核心品牌的内涵和定位,增加消费
者的品牌黏性。三是抓生产、稳质量。要坚
守匠心品质、加强技改提升。四是围绕重点
酒企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发展潜力。”

首次参与“豫酒中原行”活动的省政府
副秘书长李涛在发言时说，豫酒转型发展工
作开展以来，全省白酒行业热烈响应，省直
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出台政策措施，重点酒企
所在省辖市成立高规格酒业发展领导小组，
相关协会、主流媒体积极策划活动宣传、推
介豫酒，全力营造出“河南人喝河南酒，豫商
卖豫酒”的社会氛围……实践证明，省委、省
政府把白酒业作为转型攻坚重点产业的决
策是正确和有效的，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持
之以恒地把豫酒振兴工作持续推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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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推介 冲刺双节 集体宣言 提振信心
——豫酒中原行第三站郑州推广活动成功举办

酒业资讯

省质量标杆专家组走进寿酒集团
日前，由省工信厅组织的省质量标杆专家组，在完成

了“豫北地区质量标杆企业推进会暨典型经验移植推广
活动”后，走进河南寿酒集团参观考察。

参观结束后，宾主双方进行了座谈交流，集团总经理
李峰就河南寿酒集团质量管理方面所做的工作，向专家
组一行作了介绍。李峰表示，河南寿酒集团始终秉承“以
质量赢市场”的理念，酿良心酒、放心酒，始终把质量作为
企业的生命线常抓不懈，并结合企业实际建立了一套完
善的质量管理机制和质量保障机制。 （徐东方）

日前，河南省2019年省级白酒评酒委员年会暨全省白
酒产品质量品评会在开封市举行。

年会内容十分丰富，首先是专家组预备会，进行学术交
流研讨；而后是开幕式，为2018年度全省白酒行业优秀论文
和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工艺等获奖单位和个人颁奖。

会议期间，与会评委（代表）还对13个轮次的68个白
酒样品（其中穿插四个省外对照样品）进行了品评，并形成
了一致意见：一是骨干企业的产品质量在稳步提高，大部分
产品与省外同类产品相比均排名在前；二是中小型企业的
产品正在向骨干企业的产品质量靠拢，基本摆脱了质量不
稳、质量目标不明确的现象；三是打造个性化产品、豫酒特
色产品的意识增强，有一定创新意识和思想认识；四是少数
企业的个别产品的感官质量和执行标准有较明显的差距，
需要正确认识和重视。

完成既定任务后，本届年会顺利闭幕。 （岳晓声）

豫坡集团酱意浓香型白酒郑州上市
8月 23日，豫坡集团酱意浓香型白酒上市发布会，

于第 24届郑州国际糖酒会开幕日在郑州举行。
本次上市的豫坡集团酱意浓香型白酒共有两款，

一为酱意浓香型天之基，价格定位于 300元价格段；一
为酱意浓香型人之基，价格定位于 500 元价格段。两
款产品均为 50.3 度，并且均属豫坡老基酒系列中的中
高端产品，目标定位于中高端商务用酒，这也预示着豫
酒战略大单品再添生力军。 （徐登科）

●● ●● ●●

第六届“天明博爱班”毕业生欢送会举行
日前，第六届天明博爱班毕业生欢送会在郑州举行。

天明集团董事长姜明，思源天明公益基金主任庆贺以及来
自郑州4中、郑州101中学的110余名师生与会。

据悉，天明博爱班是天明集团于2010年捐助成立的
助学项目。迄今为止，天明集团已累计投入了2100万元，
资助了郑州4中、郑州 101中学等七所学校共计1045位
贫困学生完成了高中学业，自 2014年至今 6届 845位优
秀天明博爱班毕业生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 （陈艳霞）

第24届郑州国际糖酒会圆满落幕
8月 25日，以“赋能 融合 创新”为主题的“2019第

24届郑州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在郑州圆满落幕。
本届展会共吸引了1003家国内外酒类和食品饮料企

业参展，展示各类新品 3100多款，3天展期共接待观众
82216人次，其中专业采购商达到49826人，累计签约额
22.7亿元，再创秋季郑州糖酒会新高。 （张晓娟）

京东酒世界布局河南助力豫酒振兴
8月 26日，“豫酒中原行”第三站在郑州举行，京东

酒世界董事长冮建受邀与会，并在会上作了《数字化平
台化赋能 助推豫酒转型》的主题演讲。

据冮建介绍，目前京东酒世界已在郑州签约了近
800家门店，未来希望能与河南品牌商、流通商搭建合
作共赢网，借助新兴数据手段优化升级河南地区品牌
方、流通商的仓储与配送环节，通过大数据智能技术和
平台将豫酒打入全国市场，助力豫酒振兴。 （牛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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