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送凉意，古都飘酒香。
日前，3场文旅融合重磅活动在洛阳

市陆续启动，由此拉开了 2019河洛文化
节的序幕，作为洛阳城市名片之一的杜康
酒现身会场助力盛会。

2019中原精品文化旅游线路发布会
暨旅行商大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洛阳
市相关领导出席了本次活动，主办方在推
介会上作了河南省精品文化旅游线路推
介、洛阳市精品文化旅游线路推介、洛阳
市红色旅游线路推介、栾川县精品文化旅
游线路推介。

随后，华夏文明志愿城市文化旅游推
广联盟成立大会在洛阳国宝铂瑞酒店举
办，此次大会由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主办，三门峡、平顶山、运城、南阳、洛阳、
临沂、济南、晋城、商洛、焦作、渭南 11个

地市文化旅游部门领导参会，规模盛大。
同期，2019“河洛文化牵手丝路风

情”文化艺术交流会周活动开幕，来自俄
罗斯、澳大利亚、波兰、立陶宛、保加利亚、
葡萄牙等国家的 6个团队约 210人的民
间文艺表演团队，在洛阳市主要广场、有
关县市、相关景区进行了精彩巡演。

作为洛阳的一张城市名片，杜康控股
携升级后的酒祖杜康新 12窖区，现身 3
场重磅活动的欢迎晚宴餐桌，获得参会领
导、嘉宾的一致好评。

杜康控股相关负责人表示，杜康源于
洛阳，并且根植于悠久厚重的河洛文明之
中。作为杜康人，将坚守“酿好酒、存好
酒、卖好酒“的工匠精神，坚持文化传承，
助力文旅融合，让中原更出彩！

（孟振峰）

杜康控股助力文旅融合三场重磅活动

赊店元青花荣获中国白酒酒体设计奖
日前，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主办的2019

年白酒国家评委年会在贵州兴义召开。中国
食品工业协会秘书长马勇，白酒泰斗、中食协
专家组组长高景炎，资深白酒专家以及来自
全国各地的300多名国家级白酒评委参加了
年会。

会议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 300多名国
家级白酒评委对全国各白酒企业选送的热销
白酒进行了数轮盲评，最后从酒体设计、白酒
感官质量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价。最终，46
度赊店元青花以骄人的成绩与洋河梦之蓝
M6、五粮液友酒一起进入浓香型前三，被授
予“2019年度中国白酒酒体设计奖”，该奖项
也是本届评委年会的最高奖项，专家们同时
还给予 46度赊店元青花“无色透明、窖香浓
郁、较陈，绵厚，酒体协调，尾净，具本品风格”
的感官评语。据悉，这也是赊店元青花洞藏
年份酒继2015年、2018年两次获得“中国白
酒感官质量奖”后第三次在国家级会议上获

奖。
据赊店老酒内部人士透露，凭借专家的

专业性和严格的层层考核，每年的白酒评委
年会都是白酒行业规格极高、含金量极高的
重量级活动。元青花·洞藏年份酒系列能在
这一国家级平台屡获大奖，源于背后对品质
的极致追求——元青花·洞藏年份系列酒，源
自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新建大师的
潜心研究、匠心打造；同时，国家级品酒师王
贤大师领衔酒体设计、精心勾调。两位业界
顶级大师通力合作，是酿成“洞藏柔”的关键
所在。

此外，醇厚不烈的洞藏柔背后还有其独
特的秘密：明清古窖成其厚，洞藏年份成其
柔。赊店老酒明清古窖池，500年来不曾间
断酿酒，这里酿造的酒体更醇厚。古窖新酒
初成，在 14米深山体洞中去烈存柔、自然老
熟，最终才成就了醇厚不烈的洞藏柔。

（宗孝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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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家老坊酱酒新品在郑州上市

日前，汤家老坊新品发布暨酱酒同友会成立大会在
郑州举行，汤家老坊全国运营中心创始人刘墨宣布，“10
大师版一斤装”正式上市。

据介绍，“10大师版一斤装”产自茅台镇核心产区，采
用大曲坤沙工艺，遵循古法工艺酿制而成，酒水采用黄金
比例酒体，基酒历经十年窖藏，酒液丝滑醇厚、丰满润滑、
回味丰润而悠长。会上，酱酒同友会宣告成立，桐柏商会
会长王金宇被推选担任酱酒同友会会长。 （张显宝）

日前，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注册局
副局长韩旭带领下，来自黑龙江、吉林、
辽宁、山东、湖南、陕西、新疆、河南、山西
等 9省（区）市场监管局系统的代表 160
余人走进仰韶酒业参观调研。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马林
青、渑池县委书记杨跃民，仰韶酒业党委
书记、董事长侯建光等陪同。

莅临仰韶酒业后，韩旭一行首先来
到仰韶酒业非公党建展馆，认真聆听了
工作人员有关中共党史、渑池党史以及
仰韶酒业的发展历程。仰韶酒业董事长
侯建光则向与会嘉宾汇报了公司的党建
工作概况。据侯建光介绍，目前中共仰
韶酒业党委一共有 14个党支部，且都分
布在企业的生产与营销一线，公司坚持

“以党建促发展，以发展强党建，扬先进
文化，铸仰韶酒魂”经营理念，已形成“党
建引领，文化助力，创新驱动，研发先行，

科技兴业，转型升级”的清晰发展战略。
侯建光表示，仰韶酒业高度重视企

业的非公党建工作原因有三个方面：第
一，他自身就是一名党员，时刻牢记着党
员的初心与使命；第二，在企业的生产与
管理中，党建能够凝聚人心，助推企业的
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第三，党建做实
是生产力，做细是凝聚力，做强了就是品
牌力。

来到陶藏馆品鉴区，韩旭一行体验
了仰韶酒业陶融（香）型白酒的品鉴之
道，充分感受了仰韶彩陶坊九粮美酒的
独特风味；在万吨恒温酒窖，韩旭一行走
过琳琅满目的万吨陶坛，听侯建光介绍
了企业“一庄五园”建设的宏伟蓝图；在
陶融型酿造车间，韩旭与侯建光围绕企
业的生产经营管理以及转型发展展开了
深度交流，并对仰韶酒业重视科研、重视
品质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肯定。 （张萌）

9省（区）市场监管系统代表参访仰韶酒业

酒海观澜

五谷春酒业在信阳举行新品财富说明会

日前，以“五谷佳酿 醉美信阳”为
主题的河南五谷春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下简称“五谷春酒业”）“金谷春”“金
谷醇”新产品财富说明会在信阳市举
行。

作为本次财富盛宴的主角，精彩亮
相的“金谷春”“金谷醇”在会上吸引了
万千目光。据悉，“金谷春”谷系列产
品酒体晶莹透明，具有窖香馥郁、绵柔
醇厚、圆润甘美、香味谐调的五粮浓香
绵柔独特风格，定位为中高端商务接待

用酒和礼品馈赠用酒；“金谷醇”醇系
列产品酒体清澈透明，具有窖香浓郁、
丰润醇甜、柔和净爽、回味怡畅、绵甜
香浓、醇和尾净的典型五粮浓香风格，
定位为大众消费、婚寿喜宴等用酒。

五谷春酒业党委书记、副董事长郑
伟表示，两大战略新品承载着五谷春酒
业打造华中区域强势品牌的重要使命，
五谷春酒业愿意和在座经销商、合作伙
伴携起手来，建设新型厂商关系，为投
资者创造最丰厚的回报。 （王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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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朱西岭

漯河市按照省政府“豫酒振兴”工作的
总体部署，科学安排，统筹推进，成立了漯河
市白酒业发展领导小组，制订出台了《漯河
市促进白酒产业快速发展的意见》，真金白
银支持白酒产业发展，支持龙头企业——贾
湖酒业成功跻身全省白酒业“四朵银花”企
业之列。

具体措施如下：
一是加强市县联动。指导贾湖酒业所

在的舞阳县政府出台针对性更强的《舞阳县
支持白酒重点企业快速发展的实施意见》，
成立工作专班，举全县之力支持贾湖酒业做
大做强。先后引导企业参加省内外食博会、
糖酒会，对展位费给予补贴；支持企业冠名

“中原龙舟大赛”“中华杯足球赛”“漯河环沙
澧河国际半程马拉松赛”等重要文体活动。
市县两级党政主要领导多次带队到企业调

研，召开座谈会，为企业发展把脉问诊。在
年初召开的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2019年度
工作推进会上，漯河市被评为“全省白酒业
转型发展先进省辖市”，贾湖酒业荣获“全省
税收增速较快先进酒企”称号。

二是搞好企业服务。实行贾湖酒业企
业服务直通车制度，截至目前已专题召开企
业服务周例会7次、收集并解决贾湖酒业问
题6个，涉及不动产登记、县内广告宣传、厂
区外道路管网建设等。帮助企业与科研机
构建立长效对接机制，强强联合，全面构建
完善的产品研发体系，目前贾湖酒业研发中
心已被认定为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拥有
发明专利 4项、实用新型专利 16项，成功研
发生产出“贾湖原香型”白酒，并荣获 2019

年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赛最高荣
誉——“大金奖”。

三是推进“三大改造”。紧紧围绕全市
“四城同建”之中国食品名城建设的发展目
标，着力把酒水食品产业打造成为舞阳的第
二主导产业。帮助企业推动技改上项目、创
建国家绿色工厂、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申报

“两化融合”示范项目，贾湖酒业窖池和自动
化灌装车间技术改造、供应链智能化改造项
目已列入全市“三大改造”重点项目库；“智慧
贾湖云服务平台项目”已获批河南省2018年
度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试点示范项目。

四是实施倍增计划。将贾湖酒业列入
县重点企业倍增计划培育工程，努力实现五
年翻一番目标。加快贾湖田园综合体项目

建设步伐，依托贾湖遗址公园和 16万亩国
家级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粮田示范区，规划
建设面积 1万亩的标准化有机粮食生产观
光园，进一步降低贾湖酒业的生产成本，提
高产品品质。

五是宣传贾湖文化。以贾湖遗址出土
的七音骨笛登陆央视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
家宝藏》和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契机，多次
召开新品品鉴会、客户答谢会，借助广播、电
视、报纸、互联网等传播渠道大力开展宣
传。引导群众白酒消费的本地化，逐步形成

“漯河人喝漯河酒”“漯河商家卖漯河酒”的
浓厚氛围。将贾湖酒确定为中国（漯河）食
品博览会招待用酒，提升贾湖品牌号召力。
组织召开贾湖文化国际研讨会、贾湖酒文化
节等推介活动，宣传推介贾湖品牌，提升品
牌知名度。充分发挥舞阳独特的“农民画”
优势，组织农民画专家，创作以贾湖文化为
主题的系列农民画，提升贾湖品牌影响力。

“豫见茅台 畅享未来”公益活动在郑举行

教师节前夕，由河南省副食品有限公司
与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河南省区联合
开展的“豫见茅台 畅享未来”公益活动在郑
州市盲聋哑学校举行。

活动当天，河南省副食品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王庆云，河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副主任王雷及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
河南省区相关负责人，带着鲜花和礼物，首
先看望和慰问了奋战在特殊教育战线上的
教师，随后还进行了爱心助学捐赠，并成立
了专项助学公益基金，“豫见茅台 畅享未

来”爱心助学基金正式启动，郑州市盲聋哑
学校校长孙建国代表学校出席活动。

据悉，“豫见茅台 畅享未来”爱心助学
基金，由河南省副食品有限公司联合贵州茅
台酒销售有限公司河南省区，在河南省青少
年基会管理下定向设立，计划 5年内向郑州
市盲聋哑学校捐赠不少于25万元，主要用于
资助贫困家庭学子、优秀学子的奖学金、优
秀学生参加比赛的费用等，让爱心汇聚成暖
流，用实际行动点燃少年的梦想，助他们走
好人生路。 （杨晓辉）

豫坡老基酒农加工投洽会上受好评

日前，第22届中国农加工投洽会在驻马店国际会展
中心召开，豫坡集团携带全新产品酱意浓香老基酒天之
基、地之基、小酒缸等系列产品亮相展会，并荣获优质产
品奖，赢得与会嘉宾们的一致好评。

据豫坡集团董事长张建设介绍，豫坡老基酒的酿造
有三大秘诀，即原产地、原粮、原生态，通过与中国农业
科学院、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在原粮、酿造、科研、人才等
方面展开合作，最终打造出“醉美”酱意浓香老基酒，未
来要把它打造为战略大单品，助力豫酒振兴。 （徐登科）

皇沟馥合香秋香封坛10月16日举办

金秋时节，皇沟酒业将在 10月 16日于商丘永城举
办皇沟馥合香秋香封坛。

在中国古代，封坛酒是一种美好祝愿的象征。据皇
沟酒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皇沟馥合香秋香封坛活
动，旨在塑造一场离受众更近、令大家耳目一新的新文
化活动，从而让大众更深度、全面地了解馥合香，未来还
要将其打造为豫酒有看点、有话题、有品质的封坛 IP，成
为豫酒行业标杆，助力豫酒振兴。 （王栓）

酒业资讯

琴台酒肆签约演员寇振海代言琴台酱酒

日前，琴台酒肆品牌代言签约仪式暨“禅茶酒韵”中
国行北京万柳桥站开肆盛典在京举行，著名影视演员寇
振海，四川琴台酒肆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书青等出席
了活动。

会上，四川琴台酒肆酒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和寇
振海签下了品牌代言协议，标志着寇振海正式牵手琴台
酒肆成为琴台酱酒代言人。随后的开肆盛典上，寇振海
和其他嘉宾共同登台进行了开坛祈福。 （黄世跃）

豫酒军团闪耀布鲁塞尔国际舞台
日前，万众瞩目的2019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

大奖赛结果揭晓，宝丰国色清香陈坛 35、贾湖东方道问
道荣获大金奖，贾湖东方道（黑瓶）、贾湖中原味道（墨
趣）荣获金奖。

今年是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赛成立20周年，来自
全球59个国家 1774款烈酒参加大赛，接受了来自28个
国家的 103名专业评委的严格评审并最终揭晓了榜单。
此次获奖是宝丰酒继1991年、2015年两次荣获布鲁塞尔
金奖之后，再次荣膺重量级国际大奖。贾湖酒业此前则在
2015年、2017年、2018年的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奖赛
锋芒初露，取得过“三金两银”的不俗成绩。 （赵伟光）

五措并举 助力贾湖酒业高质量发展

日前，由宝丰酒业公司主办、以“致净时
代、共创未来”为主题的宝丰国色清香新品发
布会在郑州举行，来自社会各界的 330余名
嘉宾出席了发布会。

发布会上，由十余位行业顶级大师历时
986天潜心研发打造的宝丰酒业新品——国
色清香·师作正式亮相并在郑州宣布上市，这
也意味着豫酒向次高端白酒市场发起冲锋。
随后，宝丰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英杰从
传承和创新两个维度，讲解了宝丰酒几千年
来的传承之路以及新时代宝丰酒的创新发展
历程。中国白酒大师卢振营、中国白酒工艺
大师葛少华、中国包装设计大师万宇分别从
酿造、勾调、包装等方面对新产品的开发、设
计、包装理念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和阐释。尤
其是现场展示的“宝丰六艺”酿造法，引起在
座业内人士的高度关注和肯定。

接下来，宝丰酒业董事长王若飞和卢振
营、葛少华向大家展示了“宝丰六艺”酿造法，
并共同启动新品上市仪式。品鉴互动环节，
卢振营给大家做了5式品鉴法讲解。宝丰国
色清香·师作色泽晶莹透亮、香气优雅芬芳、
入口醇甜圆润、回味清香怡畅、酒体浑然天
成、饮后神清气扬的特点，让大家念念不忘。

王若飞在致辞时说，作为全面升级的国
色清香第三代产品，宝丰国色清香·师作承载
着传承宝丰千年酿造文化和卓越清香品质的
重任，有望为促进宝丰酒复兴、推动豫酒振
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当天上午，以中国酿酒工业协会白酒专
家组原组长梁邦昌及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教授范文来为首的专家组，还专门对宝丰国
色清香·师作进行了专家品鉴，并给予高度评
价。 （季顺涛）

宝丰酒业国色清香·师作新品郑州上市

3家豫酒登上河南民营企业百强榜
日前，2019河南民营企业百强发布会在郑州举行。
从已发布的榜单来看，豫酒重点企业表现强劲，其中

仰韶酒业荣登民营企业制造业、民营企业现代农业、民营
企业社会责任三大百强榜榜单。赊店老酒荣登“2019河
南民营企业社会责任100强”榜单，杜康控股荣登“2019
河南民营企业现代农业100强”榜单。

未来，三家企业有望引领省内重点白酒生产企业发
挥带头优势，进一步夯实豫酒品质和品牌基础，进一步强
化豫酒市场氛围，为豫酒振兴作出更积极的贡献。 (孙峰)

水井坊牵手德云社在郑推出相声专场

中秋前夕，高端白酒品牌水井坊携手北京德云社，
在郑州举办了首场“水井坊井台品鉴会·德云社相声专
场”活动，向消费者致以节日问候。

演出现场，来自德云社的知名相声演员郭麒麟、“烧
饼”朱云峰等，用一贯风趣幽默的口吻，讲述了学艺的经
历及德云社的代代传承，这与水井坊“600年活着的传
承”异曲同工、不谋而合，中间穿插的各种笑料让现场观
众忍俊不禁。 （朱西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