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企合力 多措并举 助力皇沟加快发展

10月 27日，“天时荟·名家讲坛”暨彩
陶坊天时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酒发布会
在郑州黄河迎宾馆举行。

彩陶坊天时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
酒，外观以现藏于大英历史博物馆的彩陶
小口尖底瓶为原型，精选稀奢中华陶融香
原酒，经 4位国家级白酒评委亲手勾调，每
坛拥有唯一编码，全球限售 2019 坛，以确
保保值、超值。

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侯建光在致辞时表示，作为一家根植
于中原大地的民族企业，仰韶酒业在几十
年的发展历程上，始终与新中国共成长、与
时代共发展、与民族共芬芳，陶坊天时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纪念酒即是一款献礼新中国
70华诞的高端文创产品。

随后的“名家讲坛”上，著名文化学者、

《百家讲坛》主讲人纪连海向大家作了题为
《文明的传承》的主题讲座，让大家充分感
受到了中国酒文化之美。北京正一堂营销
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光则在会上作了
《白酒行业文创新时代下的头部省酒价值
新引领》主题演讲。

紧随其后的彩陶坊天时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纪念酒拍卖会上，编号 0001号的拍品以
36000元人民币落槌，成为本场竞拍单瓶最高
价，编号为1949号与2019号的拍品作为一组
参与竞拍，最终以60000元人民币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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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商务厅副巡视员费全发，著名
文化学者、《百家讲坛》主讲人纪连海，河
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侯
建光等出席了发布会。 （黎明）

彩陶坊天时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酒发布

己亥年酒祖杜康封坛大典成功举办
日前，2019己亥年酒祖杜康封坛大典

在汝阳县杜康酿酒基地举行，来自全国各
地的名人嘉宾、商界精英、专家学者等
1500多人见证了这一酒业盛典。

“礼送贡品、焚香静心、敬天洒酒、进香
拜祖、诵读祭文……”在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古兵的主持下，杜康控股汝阳酿酒基地古
乐悠扬，恍若回到了千年前，十多位封坛嘉
宾走上台题字签封，封藏下了一坛坛新酒，
静待5年岁月洗礼静养后开坛上市。

随后，洛阳杜康控股总经理王鹏以“秉
承工匠精神，扛起时代担当，以文化自信引
领豫酒复兴”为题作了致辞。他表示：自
2012年以来，金秋封坛已经成为杜康人每
年都要过的重要节日，目的在于邀请各位
嘉宾共同见证杜康美酒的封藏盛举以及开
坛 5年前封藏的时间之醉——酒祖杜康小

封坛新品，今年开坛的为2014版产品。
杜康控股销售公司总经理柳向阳说，

2019 年是杜康控股实现转型发展的关键
之年，公司将围绕产品升级、品质提升、品
牌塑造、市场创建、人才储备等开展工作，
为传播酒祖文化、建设出彩中原贡献力量。

开坛仪式上，中国著名白酒专家梁邦
昌、中国著名白酒专家赖登燡、河南省酒业
协会总工程师赵书民、省食品工业协会秘
书长万保健等共同品鉴了 2014版酒祖杜
康小封坛酒，并给予高度评价。名家讲坛
环节，河南籍著名作家刘震云，为大家现场
解读中国酒文化、杜康文化和河南文化。

活动上，酒祖杜康·名仕封坛原浆酒及
酒祖杜康·承平盛世两款献礼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新品也闪耀亮相，艳惊四座，备
受追捧。 （孟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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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赊店老酒应邀参加了第 101届
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秋糖”），
向全国消费者展示了赊店老酒之美。

作为食品行业最大的盛会，“秋糖”是
企业展示产品的重要窗口。展会期间，来
自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及
部分成员单位的嘉宾，专程来到赊店老酒
展位参观指导，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刚为各位嘉宾和现场观众介绍了元
青花·洞藏年份酒独特的醇厚不烈“洞藏
柔”特点，与会嘉宾听后则建议，赊店老酒
未来将元青花·洞藏年份酒作为重点大单
品去打造，从而为豫酒振兴增添亮点。

“秋糖”现场，参会的国内外消费者及
白酒从业者热情高涨，纷纷用行动表示对

“洞藏柔”的品质认可——短短三天赊店老
酒展位接待客户近3000家，意向签约金额

近千万，现场的元青花·洞藏年份 10被抢
购一空。

据了解，元青花·洞藏年份酒能吸引到
众多消费者购买，其根本的原因是“洞藏
柔”醇厚不烈的特点。该酒酿自明清古窖
池，酒体醇厚；后存储在地下 14米深的山
体洞藏基地，时光历练，去烈存柔，最终形
成了独特的“洞藏柔”口感。

今年以来，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参与“中
华老字号”展览，到参加长沙、成都等地的
展会，再到近日出席上海、天津等地酒业盛
会，“洞藏柔”所到之处获赞无数，这既是赊
店老酒的骄傲，也是豫酒的骄傲。相信在
消费者的支持下，赊店老酒一定能继续坚
守酿好酒的初心，用品质为豫酒代言，助力
豫酒振兴。

（宗孝帅）

元青花·洞藏年份酒亮相天津受好评

“百泉春寿酒杯”乒乓球团体争霸赛总决赛落幕
10月 26日，2019年第十一届“百泉春

寿酒杯”乒乓球总决赛，在新乡医学院体育
馆圆满落幕。

据悉，本届“百泉春寿酒杯”乒乓球比
赛先后在封丘县、滑县、辉县三个分赛区展
开角逐，105支参赛队伍经过强强对决最
终有 36 支队伍进入决赛，并于 10 月 25
日-26日会师新乡展开了总决赛争夺，最
终洛阳宝兴队荣获冠军，红旗渠兄弟队、新
乡市一中乒乓球俱乐部三队分获亚军和季

军。第四至十名分别由百泉春乒乓球训练
中心队、新博冠乒乓队、辉县融丰电源队、
修武县乒乓球一队、平顶山馨桂一队、新乡
市乒乓球协会队、河南寿酒集团队获得。

河南寿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明新
在讲话中表示，举办“百泉春寿酒杯”乒乓
球比赛，目的就是强健体魄，交流互动、增
进友谊，这十一届活动的效果均超越了预
期，尤其是随着赛事“喝酒百泉春，打球夺
冠军”的口号已深入人心。 （东方）

□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朱西岭

永城处浍河之滨，古时即为美酒盛地。
两年前，省政府召开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会
议，吹响振兴豫酒号角，永城市委、市政府积
极响应号召，抓住机遇，乘势发展，多措并
举，推进皇沟酒业及全市白酒业转型升级。

明确目标 多方聚力助力

永城市成立了由市委书记任政委，市长
任指挥长，市直各相关部门和 29个乡镇主
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永城市白酒振兴指挥部，
出台了《永城市推动皇沟酒业加快转型发展
实施方案（2017—2020 年）》，落实责任分
工，形成工作合力。发挥相关职能部门的组
织、协调职能，优化舆论环境、政策环境、消
费环境和品牌培育环境，切实为白酒转型升
级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并优化服务，加大
对皇沟酒业的支持力度。

2017年，时任永城市市长的李中华主持
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白酒业转型
升级工作。副市长张峰多次组织召开由各职
能部门参加的协调会议，研究部署各项具体
改革任务，同时简化审批流程，创新融资模

式，破解企业融资难问题。因皇沟酒业总部
所在地化庄厂区处于采煤沉陷区，市委、市政
府为保证皇沟酒业的持续发展，开辟绿色通
道，为皇沟酒业规划了占地 2000余亩、总投
资13亿元的皇沟酒业工业园。同时积极开
展假酒综合治理，震慑了假酒经营者。

实施“村支书工程”，加大市、乡、村三级
宣传力度，组织倡导“喝我皇沟、爱我永城”
活动。支持企业积极参与国内外知名专业
展会、交易会、洽谈会，对参展费用给予一定
比例补贴。

务实推动 加速园区建设

2018年 8月 1日上午，新规划的皇沟工
业园举行开工仪式，永城市委书记李中华主
持仪式。12月 28日，李中华再次深入皇沟
工业园项目建设施工现场，听取项目建设汇
报，并现场解决土地整合问题。

2019年 5月 29日，永城市委副书记、市
长高大立到皇沟工业园调研，要求做好规

划，抓好进度，加快皇沟工业园建设，推动企
业快速发展。

2018 年 10 月 15 日下午，永城市委常
委、市委秘书长栗团结，副市长张峰带领市
工信委、政府办、商务局、市场监管局等相关
单位负责同志莅临皇沟酒业现场办公，协调
推进皇沟酒业六十年系列活动。

2019年 10月 14日上午，副市长张峰组
织协调市政府办、市工信局、市公安局等单
位主持召开皇沟馥合香·秋香封坛现场协调
会，要求各保障单位全力配合，确保封坛活
动有序推进。10月 16日，皇沟馥合香·秋香
封坛正式开幕，永城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全程参与，给予大力支持。

匠心筑梦 叫响皇沟品牌

好风凭借力，振兴正当时，在豫酒振兴
大环境中，在永城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扶持
下，创建于1958年的皇沟酒业（前身为国营
永城县酒厂），先后取得了诸多成绩和进步。

1997 年皇沟酒业集团成立；2003 年，
完成产权制度改革，组建了河南皇沟酒业有
限公司；2010年，在中国白酒泰斗于桥大师
的指导下，天然四香合一的馥合香型白酒诞
生；2018年，皇沟工业园开建。

匠心筑梦，只为奉献一瓶好酒。为确保
质量，公司从田间地头开始，精心打造了一
条“绿色供应链”，确保酿酒原粮的供应和质
量；为实现管理升级，公司与分之合咨询公
司合作，创建了皇沟商学院，实行管理标准
化，并打造出一支精英团队。此外，公司与
北京和君咨询公司合作，加快营销模式的转
型变革，推进网络化市场管理步伐，逐渐形
成了以永城、商丘为根据地，以郑州为目标
的市场布局。通过发展电子商务，公司网上
营销目前已覆盖全国31个省份。

六十余年来，皇沟人以美酒礼献消费
者、服务永城经济，逐渐从永城走向河南，并
在 2015年和 2017年两届布鲁塞尔国际烈
酒大赛上荣获“两金一银”，以及“河南十大
名酒”“河南老字号”“中国白酒十大区域优
势品牌”等荣誉，成为豫酒的代表品牌之一，
目前正全力向省内一流、全国有较高知名度
和品牌美誉度的强势企业目标迈进。

豫酒文化与老酒发展研讨会在宝丰县举行
10月 27日-29日，由宝丰酒业有限公

司承办的“致敬70年 经典永流传”宝丰酒
首届嘉年华暨豫酒文化与老酒发展研讨会
在宝丰县举行。

据悉，豫酒企业中，宝丰酒是获得荣誉
最全的企业，除了中国名酒，还获得了巴拿
马万国博览会甲等大奖章以及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华老
字号等荣誉，在老酒圈里宝丰酒同样很受欢
迎。当天的宝丰酒首届嘉年华上，来自全国

各地的老酒爱好者带着各自收藏的老酒参
加了展示和交流。不少老酒爱好者在系统
地参观了宝丰酒厂后，对宝丰酒厂悠久的发
展历史、庞大的酿酒规模和海量的老酒储存
量表示震惊。

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郑州天下收
藏董事长王安乐、河南收藏家协会酒文化专业
研究会会长朱丙照、河南老酒刘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旭召、河南省酒业协会收藏鉴定委员
会鉴定专家尹中华等与会。 （季顺涛）

日前，2019 皇沟馥合香·秋香封坛仪
式在位于永城市的河南皇沟酒业有限公司
举行。来自省市各级政府负责人、行业专
家以及省内外大商、封坛嘉宾共计 1800多
人出席活动，并见证了皇沟馥合香·秋香封
坛盛况。

本次封坛活动的主题为“秋香”。一走
进活动现场，迎面而来的就是散落的金黄
秋叶、金色的麦穗，以及随处可见的皇沟美
酒，宛如置身一条酒香四溢的金秋“酒巷”，
吸引不少嘉宾现场品鉴美酒、拍照留念。
伴随着现场浓烈的气氛，秋香封坛仪式拉
开序幕，48名酿酒工抬着皇沟馥合香新酒
走上舞台，中国酒类流通协会会长王新国、
酒业泰斗梁邦昌、皇沟酒业董事长高全友
等 12位行业领导和专家亲笔签字封坛，将
此次皇沟馥合香·秋香封坛活动推向高潮。

高全友在致辞中表示，皇沟秋香封坛
活动是皇沟人对传统匠心精神的敬重，也
是皇沟人通过高品质原酒更好地服务于
消费者，让好酒的价值得以充分体现。举
办皇沟馥合香·秋香封坛活动是为了进一
步提升皇沟品牌形象，树立皇沟馥合香的
品类地位，打造精品，为豫酒振兴作出新
的贡献。

10月 15日，皇沟馥合香·秋香封坛专
家品鉴会在永城市汉宫酒店举行，多位酒
业专家现场对馥合香“皇沟御酒(国馥)”53
度、“皇沟御酒(窖龄60)”52度、浓香原酒65
度、馥合香原酒 65度四款产品进行品鉴，
对皇沟酒业及皇沟馥合香给予高度评价：
无色清亮透明，香气馥合幽雅，自然舒适，
绵甜醇厚、丰满，香味谐调，回味悠长，具有
本品独特的风格。 （王栓）

皇沟酒业举行皇沟馥合香·秋香封坛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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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获评“世界美酒特色产区”称号
日前，“发现世界美酒特色产区论坛”在上海举行，

会上发布了“世界美酒特色产区”名单，盛产红酒谷黄酒
的南阳市荣耀上榜，成为9大黄酒特色产区之一。

据悉，红色酿酒谷子（俗称红酒谷）是南阳盆地的特
产，也是酿造黄酒的重要原料，为南阳黄酒酿造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条件。近年来，南阳黄酒产业发展很快，目
前有黄酒生产许可证的企业 29家，黄酒总产量在 10万
吨左右，产销量占全省的90%以上。 （申明贵）

酒海观澜

豫坡集团举办首届中原种酒文化节
日前，由豫坡集团主办的“首届中原种酒文化节暨豫

坡生态酒庄经济发展论坛”在豫坡老基生态文化园举行。
据介绍，种酒就是将高度原酒封装在瓷坛中，然后

半埋入地下封藏若干年，不仅能增进口感，还能保值增
值。豫坡生态酒庄经济发展论坛上，来自省内外的专
家、学者齐聚一堂，就豫坡生态酒庄建设建言献策。

豫坡集团董事长张建设说：“种酒是酒文化的一种
发展新方向，也是豫坡酒庄未来发展的新思路，有望为
豫坡打造百年老店增添新力量。” （季顺涛）

酒业资讯

首届蔡酒文化节暨封藏大典举行
日前，首届蔡酒文化节暨封藏大典在生态水城新蔡

县举行，来自国家部委、行业协会、省市县领导、嘉宾、酒
商及省内外消费者代表参加了活动。

据悉，蔡洪坊酒业前身为始建于1950年的地方国营
新蔡县酒厂，建厂69年来,在传承古法酿造的基础上，公
司不断创新先后获得300多项行业荣誉，并荣获“河南省
质量诚信AAA级工业企业”称号。蔡洪坊手酿壹号大师
级和蔡洪坊小粮液，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布鲁塞尔国际
烈酒大奖赛上一举斩获一金一银两项大奖。 （王富保）

日前，由中国酒业协会主办的第十四届中国国际酒
业博览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

本届国际酒博会汇集了全球名酒精品及不同产区的
白酒、黄酒、啤酒、葡萄酒、配制酒等。在省白酒业转型发
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省工信厅总工程师姚延
岭带领下，仰韶、赊店、五谷春、杜康、宝丰和多家南阳黄酒
企业，带着核心产品亮相上海，并作了展示和推介。

会上，南阳和渑池还分别被评为黄酒和白酒“世界美
酒特色产区”称号，尤其是渑池县白酒产区，创新能力强、
品牌建设好、市场开拓强，目前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
链，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本报记者)

天明民权葡萄酒助力中原企业家论坛
日前，首届“中原企业家论坛”在郑州举行，亚布力

中国企业家论坛创始人、主席田源先生受邀以《回望亲
历改革与创业的岁月》为题和大家作了精彩分享。

作为论坛主持人的天明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天明
民权葡萄酒名誉董事长的姜明，特地为河南老乡田源先
生带来两坛葡萄美酒——民权老酒，两位中国经济界的
专家型企业家，一人一碗一饮而尽，把酒言欢，畅谈改革
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的过去和未来。会后，姜明还以民
权葡萄酒中华之中作为纪念送给了田源先生。（朱西岭）

上海酒博会豫酒放光彩

日前，由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支持、
省商务厅主办、河南省酒业协会承办的“豫酒振兴·出彩中
原”河南名酒推介会在天津举行。

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满仓，
中国副食流通协会会长何继红，中国酒业协会副理事长王
琦，中国酒类流通协会专职副会长刘员，著名白酒专家梁
邦昌以及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等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相关负责人，以及来自天津市商务厅、天津市河南商会的
代表共数百人出席了会议。

推介会上，仰韶、赊店、五谷春、杜康、寿酒、皇沟、宝
丰、贾湖、天明民权葡萄酒等企业，带着自己的核心大单品
进行了展示。梁邦昌还做了《高品质为豫酒代言》主旨演
讲，1919酒类直供、酒仙网等知名酒类电商参与的“豫酒
价值对话”，为豫酒未来发展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随后开幕的第101届全国糖酒会上，仰韶、赊店、五谷
春、杜康、寿酒、皇沟、宝丰、贾湖、天明民权葡萄酒等豫酒重
点企业组成河南展团集体参展，赢得众多点赞。(本报记者)

河南名酒香飘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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