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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仰韶作为豫酒领军

品牌打造好！”“彩陶坊是豫酒

品质的标杆”“党建引领，仰韶

要加快转型发展”“打造好彩

陶坊天时高端品牌，做好豫酒

振兴领头羊”“仰韶要做好豫

酒振兴排头兵”……

上述寄语出自于本年度省
领导对仰韶的深切关怀、殷殷嘱
托——从4月22日到 10月 11日，
省主要领导及省白酒业转型发展
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满仓等
调研仰韶酒业，下车间，问工友，夸
党建，赞发展。

以此为契机，仰韶酒业进入领
航新时代、迎来第二个十年发展的
关键期。

从 2008 年到 2019 年，仰韶
彩陶坊已走过11年的光辉岁月。

抚今追昔
彩陶坊百炼成钢

只有经历过磨难，才能更好地珍惜
重生。

仰韶彩陶坊 2008年下半年上市，
2009年进入郑州市场时，距离仰韶改
制刚刚过去5年，距离彩陶坊上市不到
一年。

在此之前，应属于仰韶改制初期。
那时的仰韶，为了突破发展中“风格差
异化、品牌建设、人才战略”三大瓶颈，
历经四年深度思考和探索。

天道酬勤。当年 35岁的侯建光，
接棒仰韶。领导岗位给他带来的，是沉
重的思考——

豫酒是有文化、有历史的。在我国
白酒的香型中，四川有浓香，贵州有酱
香……河南有什么？豫酒，这个本该在
中华大地大放光彩的美味，却始终不能
像中原文化那样底蕴深厚。我们究竟
错失了什么？为什么河南就不能有一

个能站得住脚的品质？为什么不能有
一个让人记得住的香型？豫酒的风味、
香型以及喝完后又该给人留下什么印
象？

巨大的勇气是高高飘扬的旗帜，仰
韶酒业开始把过去的单粮改成多粮工
艺，突破原有浓香，利用“四陶”工艺，通
过技术上的“融合”，不断探索一切可能
的方式、方法，围绕环境微生物研究、制
曲工艺的研究、九粮原料的配比研究以
及发酵设备的研究，终于，一款承袭
7000年华夏文明基因的陶融香型白酒
——仰韶彩陶坊酒面市。

2008 年，仰韶彩陶坊成功推出天
时、地利、人和三款产品。从包装到瓶
型，从香型到口感，耳目一新。这一年，
仰韶走出三门峡，首先抢滩省会市场，
入驻高端写字楼，大批招聘市场营销人
员，从各种场合的会议会务宴会开始，
全面铺开。

一个个坚实的脚印，一个个奋进的
身影，仰韶人将彩陶坊作为战略产品、
主导产品、形象产品，大力推广“陶香”
口感，不断强化“到河南，喝陶香，喝酒
就喝彩陶坊”的消费观念。借助仰韶文
化，不断释放彩陶文明、史前先民智慧、
黄帝与仰韶等历史人文信息，在消费者
层面不断掀起认知高潮。

经过努力，仰韶获得“中国陶香型
白酒领袖品牌”“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
酒品牌”“中国十大高端酒品牌”“中原
白酒领军品牌”“河南省质量标杆企业”

“河南老字号”“中原品牌计划工程重点
支持企业”等众多荣誉称号。

品牌之力非一朝一夕而就，除注重
文化宣传、推广外，更多来自消费者的
口碑。十年品牌铸造，这是仰韶文化自
信的十年，是品质自信的十年，是营销
创新的十年，是敞开胸怀主动变化的十
年，更是仰韶成功奠基的十年。

2018年 8月 28日，彩陶坊天时成
功裂变。日、月、星闪耀上市。仰韶人
再披征袍，为转型升级重新出发。

十年磨一剑，十年再出发。新的十
年路上，走过十年风雨历程的仰韶人，
打开第二个十年绘制的蓝图，继续秉承
科技创新、品质坚守等理念，承载未来
发展之大任，一步一个脚印，不骄不躁，
稳步向前，坚定信心，团结一致，让仰韶
陶香的匠心与不变的初心继续盛开在
当下与未来，这既是面对市场消费升级
的需要，也是豫酒振兴的需要，更是推

动仰韶高端化发展的需要。

做好当下
仰韶人牢记使命

要做好排头兵，仰韶人深知，惟更
加努力奋斗方可继续保持奇迹。

仰韶营销公司总经理郝惠锋说：
“领导的亲切关怀，就是激励我们仰韶
儿女要把助力河南出彩与企业的转型
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树牢强烈的争先进
位的出彩意识，牢记嘱托，不辱使命，坚
韧不拔，坚定不移地争做出彩仰韶人。”

9月 23日，“中秋月 醉陶香”2019
年中秋新乡客户答谢会成功举办。这
是仰韶酒业中秋客户答谢会系列活动
的收官之作。至此，从8月 11日至 9月
23日的 44天时间里，仰韶酒业整整举
办了 95场客户答谢会，共有 3万多位
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士及经销商见证了

“中秋月 醉陶香”活动盛况。类似这种
旺季“收割”的动作，仰韶酒业在今年年
初，就已开创了 36天举办 54场新春客
户联谊会的豫酒纪录，创造了豫酒振兴
新的传奇。

为让“陶香”打上“老家河南，记忆
中原”的文化认知和情感归属标签，仰
韶在陶香工艺上不惜大量投入人力、物
力、财力。今年 4月 21日，由仰韶主导
研发的“陶融型白酒关键技术创新研究
及产业化应用”项目、“陶融型白酒大曲
功能微生物富集培养与强化应用研究”
项目，通过了由河南省科学技术信息研
究院组织的成果评定。同时，陶融型白

酒酿造工艺进入中国酒业协会白酒培
训教材《一级品酒师》，并成功申请了
《仰韶陶融型白酒团体标准》。深入推
进“微生物代谢、香味成分、食品安全指
标”三项研究，研制“新型陶融香白酒可
移动固态发酵设备”，积极推进白酒酿
造工艺的自动化与智能化。

为持续提高质量，仰韶精细管控，
从细节入手，狠抓《仰韶酒业酿酒工艺
精细化作业 100条》的实施，规范提升
固态纯粮发酵生产工艺。同时，完善质
量追溯体系，开展了 ISO9001 体系、
HACCP体系、环境管理体系“三证合
一”的认证工作，拉高了质量标尺、提升
了保证能力。

在品质提升方面，仰韶继续推进科
研配套体系建设。国家级“CNAS实验
室”资质认证已进入现场审核阶段，微
生物实验室与江南大学的深度合作在
持续有效推进，并组建起以博士后研发
基地为核心平台，以省级技术中心、

“CNAS实验室”、酒体设计中心等为配
套支持的科研体系，为下一步品质提
升、产能提高提供强大支撑。

“党建引领，仰韶要加快转型发
展。”仰韶在营销动作频频的同时，党建
工作更是培育企业灵魂的重中之重。

在董事长侯建光看来，党建工作做
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
做细了就是凝聚力。作为一家民营企
业，仰韶把党建的政治优势和民营企业
的体制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既探索了非
公经济加强党建的好路子，又为企业的
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在仰
韶人眼里，党建工作是大事；在社会层

面上，仰韶的党建工作不仅凝聚人心，
而且自 2017年开始，不断有企业前来
观摩，为仰韶企业文化、品牌基因、品牌
价值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也迎来
了社会各界的一片喝彩声。

2018 年，仰韶酒业的党建工作在
原有基础上，又成立了 8个党支部，在
营销公司成立了 6 个党支部，党建工
作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与升级。如
今，“党建力量”和“工匠精神”已然成
为仰韶酒业不断开拓、发展壮大的不
竭动力。

展望未来
仰韶人不忘初心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惟
不忘初心，才能行稳致远。

为提振全员士气，认真学习省领导
重要讲话精神，实现企业可持续高质量
发展，仰韶于今年 6月 5日，在渑池酒
厂召开2019誓师动员大会。

此次会议，仰韶营销公司五大销售
中心总监签署目标责任状，侯建光作了
《做好领军品牌，续写豫酒辉煌》的讲
话，酒业公司总经理郭富祥作了《牢记
使命重托，加快转型发展》的报告，营销
公司总经理郝惠锋作了《不负使命重
托，加快转型发展，以高质量发展助推
仰韶崛起》的营销报告。三个报告对仰
韶酒业进入新时期面临的形势和机遇、
新的发展定位、中长期战略规划、发展
改革举措和新思想、新标准、新目标、新
步伐、新要求，作了明确而清晰的阐明
和部署，对2019年的发展方向、发展目
标、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重大举措作了具
体部署。

面对未来，仰韶早已将战略规划做
好布局，在多维度发力的同时，以中华
仰韶酒庄为核心，不断推进加快“一庄
五园”的建设——第一个是黄河南岸高
粱种植基地园区，用以提供仰韶生产所
需的粮食原料。第二个是柳庄美丽乡
村生物制曲园区，主要是为仰韶酿酒提
供所需的糖化发酵剂。第三个是酿酒
工业园区。第四个园区——仙门山洞
藏园区，这个园区功能主要是将生产的
仰韶原酒储存于风景秀丽的黄河南岸
仙门山景区内洞藏陈化。第五个是仰
韶文化彩陶艺术展示园，该园区主要有
两个功能，一是生产制作仰韶彩陶坊酒

瓶，二是创意制作仰韶彩陶工艺制品，
弘扬传播仰韶彩陶文化。

为了应对市场扩展可能遇到的产
能制约，仰韶扩大产能建酒窖，已计划
再扩建1万吨产能的酿酒车间一个，并
在此基础上在渑池西厂区内再建造一
座规模 3万吨的原酒储备酒窖，届时，
仙门山洞藏园区内的洞藏酒窖将会发
挥巨大的作用。

具有 7000年文明历史、创造了新
石器时代文化传奇的仰韶文化，在新时
代的新长征路上，伴随着仰韶人喊出

“10年之后再出发”的雄壮声音，必将
裹挟千钧之力，意气风发、豪情满怀，在
中原大地这块厚土上、在仰韶文化的无
限滋养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创造出
新的历史伟业，书写更新、更美好的时
代篇章。

董事长侯建光带领科研人员做技术攻关

中秋联谊会活动现场

彩陶坊天时

□杨珊春

仰韶酒业公司生产厂区

党建引领 创新发展 仰韶酒业领航豫酒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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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河南省分行

打好金融“组合拳”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健全体制机制 全员参与扶贫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被牢牢记在工行河南省分
行党委一班人的心头，建立健全金融扶
贫工作机制，动员凝聚全辖员工广泛参
与，人人为金融扶贫献策出力。

加强组织领导。为了让扶贫工作
落到实处，该行成立了由行长任组长，
普惠金融事业部、公司金融业务部等
18个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精准扶贫工
作领导小组，全面推动金融精准扶贫工
作。二级分行比照省行成立金融扶贫

工作领导小组，各项扶贫措施在辖内落
地生根。

搞好顶层设计。省行制定《金融扶
贫工作三年行动规划报告》，明确了
2018 年—2020 年金融扶贫工作总体
目标和工作举措。每年年初下发《金融
精准扶贫工作意见》，重点加大对省内
26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12个国家
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和15个省定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的金融扶贫支持力度。
建立工作责任制和检查报告考核制
度。年初签订责任状，把金融扶贫工作
纳入行长责任制考评范围，与各项业务
指标完成情况一并检查考核。

党建引领。坚持“抓党建，促扶贫”
导向，突出党建在扶贫工作中的领航地
位，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金融
扶贫工作中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
用，使党建成为激发贫困村内生动力的

“红色引擎”。该行还从制度上力促扶
贫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结合、与社会公
益活动结合，提高扶贫工作参与人员的
广泛性与相关活动开展的经常性。

打造精干队伍。精准扶贫，人才为
本。经过几年努力，河南分行建立了一
支政治觉悟高、综合素质强的驻村扶贫
干部队伍和一支熟悉普惠金融业务与
农村实际的业务骨干队伍，为有效参与
金融扶贫工作、出色履行社会责任奠定
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石，一批先进团队
与个人脱颖而出受到嘉奖，洛阳分行高
级经理王劭被河南省委组织部评为“全
省优秀第一驻村书记”。

创新金融产品 完善帮扶手段

为了支持脱贫攻坚，工行河南省分
行全辖动员，出钱出力，融资融智，结合
自身实际，围绕“三农”领域、紧盯深度
贫困地区，想办法、出实招、见成效。截
至 9 月末，该行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47.29 亿元，较年初净增 5.16 亿元，增
幅 12.25%，高于各项贷款增幅 3.07 个
百分点，其中卢氏、淅川、嵩县、台前 4
个深度贫困县贷款增幅 18.02%，高于
该行各项贷款增幅8.84个百分点。

在普惠金融实践中，该行紧扣乡
村振兴战略,完善“三农”金融服务，积
极为贫困县域既“输血”又“造血”。加
大对全省 50多个贫困县尤其是卢氏、
淅川、嵩县、台前等深度贫困县辖内水

利、交通、文化旅游、教育、医疗等基础
设施建设以及生态扶贫、产业扶贫、易
地扶贫搬迁等领域优质项目的信贷支
持力度，着力扶持贫困地区涉农企业发
展，带动贫困人口就近就地就业。探索
采用“银行+农业龙头企业+农户”“银
行+政府+农户”等多种融资模式，通过
发放小微企业贷款或个人经营性贷款，
推动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带动当地贫困
人口脱贫。

该行充分利用政府和科技风险基
金，大力推广“银政通”和“科技贷”业
务，至 9 月末，贷款余额达到 3.58 亿
元，有力支持了当地产业化龙头企业、
种植养殖大户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向绿色化、产业化、品牌化方
向发展，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向
商丘永城某农业公司发放项目贷款
4500万元，带动一批贫困户就业。为
新乡长垣某科技农业公司贷款 5000
万元，让当地贫困户能够拥有自己的
葡萄园。为鹤壁淇县某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信阳潢川某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新郑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驻
马店泌阳某食品有限公司等带贫企业
发放流动资金贷款3亿多元，服务“带贫
企业”量体裁衣。

该行与河南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
责任公司进行合作，围绕深度贫困地区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及种植
养殖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实施农业产业
链延伸金融服务，与农户建立利益联结
机制，带动农户增收。以省内县域旅游
景区为重点，大力支持休闲农业、观光
旅游、农家乐等优秀乡村旅游项目，推
动乡村旅游产业振兴发展。

优化网点布局，加大电商扶贫。该
行逐个对照全省贫困县名单，优先实施
贫困县网点建设工程，改造提升县域网
点服务功能。同时，把富有代表性的兰
考支行打造成河南工行系统第一家县
域智能化银行，该支行在普惠金融、金
融扶贫中贡献突出，获得“中国银行业
最佳社会责任特殊贡献网点奖”。各二
级分行与当地涉农带贫企业广泛合作，
为企业开辟进驻融e购“绿色通道”，帮
助贫困村开办电商业务，通过网络扩大
农副特产销售量，使众多贫困农户从中
得到实惠。至 9月末，融 e购B2C扶贫
交易额完成 586万元(其中国贫县交易
额完成 384 万元)，B2B 扶贫交易额完
成76万元。

深入村点调研 全面精准发力

“请乡亲们放心，工商银行一定和
大家共同奋斗，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让大家甩掉穷帽子，过上好日子。”这是
工行河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邹平来
到驻村帮扶点——洛阳市汝阳县内埠
镇西金庄村时对村民许下的承诺。这

样的底气来自于该行一直坚持对帮扶
村的倾力相助。

2015 年以来，该行通过选派得力
的干部员工共 689人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驻村工作队员、定向包户扶贫人员，
对 153 个贫困村、9077 户贫困户实施
定点帮扶，在精准扶贫中当尖兵、打头
阵。为了支持扶贫点工作，该行累计直
接投入 1011.60万元专项费用、筹集争
取社会资金 2.34 亿元、捐献各类物资
折合人民币374.40万元。

该行选派57名党员干部担任扶贫
点驻村第一书记。“全省优秀第一驻村
书记”王劭，在汝阳县内埠镇西金庄村
扎根四年、连任两届第一书记，和乡亲
们同甘共苦，出主意、找项目、筹资金，
办成了一件又一件实事好事，经过艰苦
努力，使这个昔日的省级贫困村甩掉了
贫困帽子，走上了集体致富之路。汝阳
县委县政府专门致信省分行，感谢该行
培养出这样一心为民谋福利的好干
部。信阳分行原淮滨支行副行长申辉，
主动申请到淮滨县三空桥乡曹塘村担
任第一书记，在抓好党建的同时，想方
设法帮助贫困户找准产业发展和增收
路子。驻村期间检查出脑部肿瘤，他将
自身健康置之度外，一心想着村民疾
苦。目前，该村 121 户贫困户中，除 9
户五保户外，其余112户 405人已全部
达到脱贫标准。

各个驻村工作队结合贫困户的具

体情况，着眼市场需求、可持续发展和
生态环境承受力，按照“宜工则工、宜
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游则游”和“一村
一策、一户一法”的原则，帮助贫困户
找准产业发展和增收路子，积极争取
扶贫政策和资金，做到“规划到村、辐
射到户、带动到人”。焦作分行投资
53万元帮助温县刁李庄村兴建了光伏
发电项目、标准化卫生室；平顶山分行
引入比高公司光伏发电项目、国润牧
业肉牛养殖项目入驻叶县夏李乡许岭
村，投资 28万元建成 40万千瓦光伏发
电项目，投资 2万元建起了村幼儿园，
协调铺设排污管道 2000余米，有效改
善了村民生活环境；开封分行在兰考
北马庄村，驻村工作队队员为村民提
供黄梨种植技术和泡桐树苗，帮助贫
困户实现了“造血”脱贫。

脱贫攻坚已经成为工行河南省分
行人的行动自觉，党员、团员到扶贫点
义务劳动、捐钱捐物成常态。许多离退
休人员也参与其中，发挥一技之长，为
村民写对联、为留守儿童辅导功课，献
上工行人的一份爱心。

在助力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中，工
行河南省分行已立下了“功成不必在
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决心。今后坚持
做好普惠金融，坚守风险底线，投身于
精准脱贫事业中去，对计划中的事一件
件去落实，对贫困人口一户户去帮扶。
全体员工加油干，助力中原更出彩。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魏利华

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在三门峡卢氏县的产业扶贫基地 工商银行南阳分行向扶贫定点帮扶村捐赠播种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个也不能少。”党的十九

大明确把精准脱贫作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

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作

出了新的部署。“让贫困人

口摆脱贫困，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底线要求。”我省

要求从政治的高度认识精

准脱贫攻坚战，攻克深度贫

困堡垒，实现稳定脱贫不返

贫。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是

今明两年“三农”领域必须

完成的头号硬任务，也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场

硬仗。作为勇担社会责任

的国有大行，工行河南省分

行通过建章立制、创新方

法、包村帮扶，打出了一套

金融扶贫“组合拳”，在我省

脱贫攻坚最后的决战决胜

阶段，将一股股金融活水引

入广袤的乡村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