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由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
领导小组指导、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大河报承办的“豫酒中原行 佳酿醉茶乡”
豫酒中原行第四站推广活动在茶乡信阳
举行。

来自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
导小组及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等
成员单位以及信阳市、淮滨县 30多家职
能部门的相关负责人，50家当地相关企
业代表出席了活动。

作为2019年度“豫酒中原行”的收官
之作，本次信阳推广活动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企业推广活动上，仰韶酒业、赊店
老酒、五谷春酒业、杜康控股、寿酒集团、
皇沟酒业、宝丰酒业、贾湖酒业、天明民权
葡萄酒等豫酒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携带
着各自的主力大单品通过现场展示和台
上演讲推介，让彩陶坊天时·月亮、赊店元

青花10、金谷春·谷30、酒祖杜康新12窖
区、长寿酒、皇沟馥合香、宝丰国色清香陈
坛 35、贾湖东方道等产品为现场嘉宾所
了解和熟悉，也为信阳当地消费者创造了
近距离了解豫酒的机会。

其间，实战营销专家、郑州亮剑营销
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牛恩坤作了《打赢豫
酒的反击之战》，通过对河南酒业市场现
状的客观分析，给出豫酒拓展市场的方法
和建议。以厂商主题论坛为主要形式的
互动交流是历次活动的重点环节，来自信
阳当地的数十家企业负责人和与会酒企
现场进行了主题论道、交流互动、合作洽
谈,并迸射出不少豫酒营销思想火花。

据了解，作为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工
作开展以来推出的一个旨在推介豫酒品
牌、传播豫酒品质的落地活动，2020 年

“豫酒中原行”活动将继续在各省辖市陆
续展开。 （本报记者）

“豫酒中原行”信阳推广活动成功举行

赊店老酒召开第四季度工作动员会
近日，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了前三季度销售工作总结暨第四季度工
作启动会。会议全面梳理了 2019年前
三季度的市场营销工作成果及第四季度
的任务目标，标志着赊店老酒吹响了冲
刺年度营销翻番总目标的号角。

据悉，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单森林会上充分肯定了 2019年前三
季度的市场营销工作。品质层面，元青
花·洞藏年份酒继2018年在中国食品工
业协会举办的白酒国家评委年会上荣获

“中国白酒国家评委感官质量奖”之后，
在2019年的评比中凭借醇厚不烈“洞藏
柔”的特性再次获得豫酒第一、全国浓香
型白酒第三的好成绩，并荣获“中国白酒
酒体设计奖”。两度获得殊荣，是对元青
花·洞藏年份酒品质的肯定，也是对赊店

人工匠精神的褒奖。市场层面，元青花·
洞藏年份酒已然成为豫酒大单品，在以
郑州、南阳为代表的河南省白酒市场上
掀起了消费流行风暴。“好酒洞藏柔”“喝
酒必须洞藏柔”在众多消费者心中成为
共识。

前三季度打下的良好基础为第四季
度决战营销翻番的年度目标做好了铺
垫。单森林在会上强调，第四季度营销
攻坚战序幕已经拉开，赊店人要继续发
扬勇于拼搏的精神，以完成甚至超额完
成目标任务的实际行动为打通企业上市
的“最后一公里”做出贡献，力争2020年
顺利上市。

在豫酒振兴的时代使命下，赊店老
酒人正策马扬鞭、再接再厉，再创豫酒新
辉煌。 （宗孝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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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陵罐酒文化节暨2019封坛大典举办

日前，第二届朗陵罐酒文化节暨 2019封坛大典在
确山县启幕，业内专家、企业家、经销商等600多人与会。

河南朗陵罐酒有限公司董事长宋根明在致辞中表
示，酒是陈的香，好酒靠封藏。朗陵罐酒采用传统工艺
酿造，固态纯粮发酵，水源来自天然山泉淡水，志在酿造
健康好酒。会上，省酒业协会总工程师赵书民宣读了对
封坛酒的鉴评结果，随后当天所封的原酒均被放进藏酒
洞储藏，以迎接时光洗礼，实现酒体升华。 （王文杰）

10月 11日，备受瞩目的第 25届郑州全
国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郑交会”）在郑州市
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凭借独特的陶融香型以
及深厚的文化底蕴，仰韶彩陶坊天时酒被选
为本次会议唯一指定用酒。

据悉，本次交易会由河南省人民政府主
办，郑州市人民政府、河南省商务厅承办。作
为商务部重点支持的全国性综合展会、中部
地区大型的综合类消费型展会，自1995年以
来郑交会已经成功举办了24届，对促进全国
商品流通、加强区域经济技术合作、推动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会展名城建设起到重要
作用。

作为国内白酒业的重要代表，豫酒成为
郑交会上的一道亮丽风景。尤其是被选为会
议指定用酒的仰韶酒业，以浓厚的仰韶文化
为根基，追求科技创新，不断提高酒类品质，
在中国中高端白酒市场中叫响了豫酒品牌，
同时也成为中原地区中高端会议首选用酒。

郑交会上，省市领导先后莅临仰韶酒业展位
指导，并夸赞仰韶酒业，作为豫酒行业的标杆
企业，始终走在前列、干在实处，成为豫酒转
型发展的中流砥柱，是豫酒振兴的领航者和
助力出彩河南的推动者。作为礼物，仰韶彩
陶坊天时酒还被赠予菲律宾工业和贸易副部
长罗伟尔·巴尔巴。

作为七千年仰韶酒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
载体，仰韶酒已不只是一种物质产品，更是一
种文化产品。仰韶彩陶坊天时酒之所以能够
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与青睐，是因为它不
仅有着过硬的品质，还代表着中原文化形象
——彩陶坊天时酒的瓶型设计以仰韶时期著
名的小口尖底瓶作为原型，展示了浓厚的仰
韶文化和仰韶先人的劳动智慧。

“成大事，应天时”，彩陶坊天时酒作为文
化交流的纽带，在本次会议上成为连接客商
的桥梁，成为弘扬中原文化的重要载体，为出
彩中原建设贡献了力量。 （张萌）

仰韶彩陶坊出彩郑州全国商品交易会

酒海观澜

“百泉春寿酒”杯乒乓球团体争霸赛总决赛即将开赛
10 月 25 日—27 日，由新乡市体育

局主办，新乡市乒乓球协会、河南寿酒集
团有限公司承办，新乡医学院协办的
2019 年第十一届“百泉春寿酒”杯乒乓
球团体争霸赛总决赛将在新乡医学院体
育馆开赛。

据悉，本次“百泉春寿酒”杯乒乓球团
体争霸赛，自今年3月 30日正式启动，此
前先后进行了封丘、滑县、辉县三个分赛
区的比赛，每个赛区均产生了 12支进入

总决赛的队伍，总决赛分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分组循环，每盘五局三胜制。第二阶
段每盘五局三胜制，采取淘汰赛加附加
赛，最终决出前16名进行奖励，其中第一
名奖金20000元、寿酒5件、奖杯及证书；
第二名奖金 10000元、寿酒 4件及证书；
第三名奖金3000元、寿酒3件及证书。

届时，来自全省 36 支入围决赛队
伍，将在新乡医学院体育馆向最后的大
奖展开冲刺。 （东方）

⑧

□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朱西岭

宝丰县共有白酒生产企业7家，其中规
模以上企业只有1家，就是宝丰酒业。近两
年来，宝丰县积极响应全省“提升豫酒品质，
振兴豫酒产业”工作部署，以再创宝丰酒辉
煌为目标，加快白酒产业转型升级，加大政
策和融资支持力度。在支持宝丰酒业发展
上，县委县政府主要从七个方面着手。

一是成立高规格的振兴酒业领导小
组。2017年，宝丰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任组
长，县长任第一副组长，县四大班子有关领
导和相关职能部门参与的领导小组。领导
小组下设项目建设部、综合部、品牌发展指
导部等专业部门，负责宝丰酒业及全县白酒
业转型发展具体工作。

二是持续深化企业服务。县政府每季
度召开一次服务企业联席会，采取现场直播
的方式，由企业现场提出问题，相关部门现

场解决问题。今年一季度服务企业联席会
主题就是“振兴宝丰酒业”，县长主持，只要
是酒企提出的问题，做到有求必应、有难必
帮，真真正正为酒企办实事。这极大地激发
了白酒生产企业发展的积极性。

三是加大要素保障力度。县财政每年
从科技三项经费中列支 500万元用于企业
科技研发及开发新产品。积极帮助宝丰酒
业争取省政府支持的豫酒发展资金,争取技
术改造、智能制造、科技创新、两化融合、绿
色化改造等专项资金。4月份，召开了政银
企对接会，政府搭台，解决酒企融资困难问
题。探索以原酒抵押贷款模式，拓宽融资渠
道。加大对资质优良、管理规范的白酒中小
企业的支持力度。

四是学习外地酒企先进经验。去年以
来，县政府先后两次组织酒业办、发改、商
务、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和企业赴河南赊
店、安徽亳州、泸州老窖、重庆江小白等地学
习酒业发展先进经验及做法，尤其注重学习
吸收先进市县政府如何支持当地酒企、促进
白酒业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

五是拓宽宝丰酒销售市场。第一方面
是县政府组织酒企参加第 100届全国糖酒
会，介绍宣传宝丰酒，提高宝丰酒知名度。
第二方面是“印象宝丰·2019宝丰酒”杯首
届端午文化节由宝丰酒业赞助，县酒业办统
一安排。借助端午节把宝丰酒和宝丰各种
民俗文化融合在一起，通过民俗体验、趣味
互动等营造端午文化气息与氛围，弘扬传统

文化。第三方面是研发新产品，丰富白酒种
类，拓展白酒市场，并面向社会邀请不同年
龄、不同职业人员进行品鉴，以达到新产品
上市受众最大化。

六是加大品牌宣传力度。由县政府牵
头的2018“宝丰酒”杯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
在宝丰县举行。宝丰酒作为中国十七大名
酒，豫酒代表性企业，此次赞助全国性体育
赛事，牵手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宝丰站，是
体育资本、商业的完美融合，也必将极大地
提升宝丰酒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七是净化县域白酒市场。以保护宝丰
酒知识产权为重点，对不具备生产条件、工
艺技术不成熟、质量不合格,特别是对小作
坊贴牌造假行为进行严厉查处。对证照不
全、无效和无证非法生产、销售行为,依法严
肃查处。依法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维护品
牌酒企的合法权益。今年以来，已出动执法
人员370余人次，检查白酒经营户122户。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新宣传片亮相央视
十一国庆期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2019年品牌新形象广告集中登陆CCTV-1、
CCTV-2、CCTV-9、CCTV-13等几大频道
以及安徽卫视、河南卫视、湖北卫视等各大平
台，与全国人民共祝新中国70华诞。

在新广告的画面设计中，古井集团采用了
与过往全然不同的表达形式。如果说老广告
是“九酝酒法”“桃花春曲”“无极之水”等酿酒
工艺概念的画面拼接，新片则是较为简约的画
面表达，全片用一个酒瓶贯穿，采取科技感的

手法演绎了“曹操献酒”和古代酿酒的场景。
可以说，全新的宣传片深入挖掘和传承

了中国酒文化，以酒为体、文化入魂，用液体
语言与观众品质对话，展现了古井贡酒历史
渊源与核心酿酒密码，在物质层面呈现了酒
体品质、酿酒技艺，更在精神层面传递了一
种中国龙自强不息、贡献天下的中国美酒精
神，深刻诠释了从“中国酿”到“世界香”品牌
大格局，充分体现出古井贡酒作为中国白酒
文化代表的文化自信。 （沐麟）

宝丰酒文化体验中心落户新乡获嘉

10月 8日，宝丰酒文化体验中心开业典礼在新乡市
获嘉县举行。

据悉，2019年宝丰酒全面推行“新宝丰”战略，并推
出了国色清香的第三代产品——师作，得到社会各界的
广泛好评。同时，强化提升市场运营能力成为公司当前
营销工作的重点内容。本次获嘉县宝丰酒文化体验中
心的揭牌成立，将宝丰酒系列产品带到了获嘉县，让当
地消费者可以一睹国色清香、陈坛等系列产品的风采，
更多地了解宝丰酒，品饮宝丰酒，喜欢宝丰酒。（季顺涛）

酒业资讯

建业君邻会“名企探访”活动走进豫坡

日前，建业集团君邻会“名企探访”活动走进豫坡集
团，先后参观了豫坡老基生态文化园、酒文化中心等处，
并对其61年的发展历程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给予肯定。

座谈交流会上，豫坡集团董事长张建设和与会的企
业家代表进行了深入交流。他表示，君邻会是一个会员
共享新型生活方式的服务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充分
做到了优质资源共享、智慧共融、商务合作、投资共赢，
希望与会的企业家今后能加强合作，多走动、多交流、多
沟通，共同创造新辉煌。 （徐登科）

多措并举齐发力 再创宝丰新辉煌

10月 12日上午，四川琴台酒肆联袂贵州
茅台镇古镇酒业，在郑州举行琴台酒肆酱香
战略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四川琴台酒肆酒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吴书青回顾了琴台酒肆的发展
历程——3年多时间在全国布局 700多家门
店，为全国 1000多家企业提供原浆酒定制，
累计实现原浆酒定制3000万斤，成为高端原
浆酒专业定制领域的领导品牌。

谈到本次酱酒项目，吴书青表示，未来 5
年琴台酒肆将与古镇酒业深度战略合作，计
划投资 5个亿，启动琴台酒肆酱香战略。其
一，打造琴台酱酒大单品，主打 200 元、400
元、600元三个核心价位段酱酒，依托琴台酒
肆全国门店的渠道优势，未来 5年实现 10个
亿销量；其二，致力于打造琴台酒肆酱香酒道
馆，其定位于服务中高端消费群体和酱酒文

化爱好者，致力于茅台镇酱酒文化的推广传播
和深度体验，开创共享、共创的社群营销新模
式，未来3年将打造1000家琴台酱香酒道馆；
其三，在茅台镇建造大型琴台酒肆酱香酒窖，
其储存规模超5000吨，集存储、观光、品鉴、封
坛等功能于一体，开创“沉浸式体验+封坛+个
性定制”的全新模式；其四，开辟“琴台酒肆酱
酒文化之旅”旅游路线，让更多人亲临茅台镇，
深度体验酱酒工艺，感受酱香酒文化之魅力。

随后，四川琴台酒肆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田献国和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古镇酒业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陈我会签署战略协议，正
式拉开了琴台酒肆酱香战略启动仪式的序
幕。接下来，双方将共同打造琴台酱酒大单
品，创建琴台酱香酒道馆，建设琴台酱香酒
窖，开发琴台酱酒之旅路线，助推琴台酒肆原
浆直供品类发展再上新台阶。 （世跃）

琴台酒肆在郑举行酱酒战略启动仪式

永城市职工运动会皇沟酒业获佳绩

10月 10日，永城市第二届职工运动会开幕，皇沟酒
业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张树强带领公司参赛队出席。

本届运动会共设置有球类、棋牌、田径等项目，近
3000名运动员展开角逐。由皇沟酒业一线员工组成的
皇沟酒业代表队，先后参与了短跑、男女拔河、跳大绳、
足球等多个项目，其中皇沟酒业运动员李明金在短跑
200米决赛中取得第三名的优异成绩，为即将到来的“秋
香封坛”献上一份惊喜。 （王栓）

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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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等单位相关负责人组成的调研组，走进位
于信阳市淮滨县的五谷春酒业专题调研企业发展情况。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五谷春酒业酿造车间、酒体设
计中心、大师工作室、中心化验室、河南省五粮浓香固态
发酵工程研究中心、信阳市固态发酵技术与应用重点实
验室及包装车间等工作场所实地参观和调研，并举行了
座谈交流。座谈会上，信阳市、淮滨县相关领导，围绕如
何助力五谷春酒业发展所推出的政策、措施，取得的成
绩，存在的问题等做了汇报，五谷春酒业负责人则就1至
8月份的生产经营及转型发展情况作了汇报。

刘满仓在总结时表示，下一步企业要从品质打造、员
工素质、精细化管理、工艺传承与创新、技术研发中心建
设、市场开拓、壮大营销队伍、抓好旺季销售、加大宣传推
介等方面抓实做细。他同时要求信阳市、淮滨县两级政
府，要从品牌宣传、氛围营造等方面积极支持企业，同时做
好与五粮液的对接，加快白酒灌装线项目的落地，早日把
五谷春酒业做大做强。 (本报记者)

“潭酒之夜”泸酒丝路行郑州站活动举行
10月 10日，“泸酒丝路行郑州站”泸州产区推介会

在郑州举行，四川仙潭酒业集团与泸州市政府牵手，向
中原消费者展示了泸州产区的历史、文化、酿制工艺。

据了解，作为川酒“十朵小金花”的四川仙潭酒业，
旗下所属的潭酒酒厂建于 1964年，地处赤水河 45公里
流域酱酒核心产区，占地1000余亩，是中国最大酱香原
酒供应企业。与此同时，潭酒还是川酒“十朵小金花”中
唯一的酱酒企业，此次莅临郑州宣传推介可以说给酷爱
酱酒的中原消费者带来了一份大礼。 （朱西岭）

调研督导 推进发展
——省白酒业转型发展领导小组调研五谷春

●● ●● ●●
河南日报网 http://www.henandaily.cn 手机报 移动用户发送HNZB至 10658000订阅（3元/月 不含通信费）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编 450008 值班室 65796114 传真 65796306 印刷 河南日报印务中心 准予广告发布登记的通知书 豫市管广登字（2019）001号 零售 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