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流总结，督导推进
——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圆桌会议举行

11月 6日，2019年世界杯国际调酒师
大赛在成都开赛，来自 IBA协会的 65个成
员国和地区的调酒师协会负责人、100余名
世界各地参赛选手、中外媒体记者等共计
500余人参加了本届赛事。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豫酒中唯一的清香
型中国名酒，宝丰酒和另外7家中国白酒品
牌被 IBA 选为本次赛事调酒师参赛用酒，
并在大赛上表现亮眼，有来自澳大利亚、巴
西、挪威、瑞士、塞尔维亚、乌克兰、俄罗斯、
秘鲁、斯洛文尼亚、希腊等11个国家的选手
使用宝丰国色清香 35作为比赛用酒，参与
了赛场角逐。细究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因
为清香型白酒具备国际化口感，还因为不少
国外友人对宝丰酒独特的中国风包装风格
的偏爱，特别是国色清香 35，其极具东方美
学设计风格的旗袍流线造型和瓷器的应用
都对外国友人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

据悉，一年一度的 IBA 年会暨世界杯

国际调酒师大赛已有 68年的历史，是全球
覆盖面广、规格高、水准高的专业大赛，是
为数不多的世界级重要赛事之一。前 67
届赛事从未出现过中国白酒的身影，本次
大赛宝丰酒选为调酒基酒亮相赛场，不仅
是中国清香型白酒的荣耀，更是豫酒的荣
光和骄傲。 （朱平）

宝丰被选为国际调酒师大赛参赛用酒

外国选手用宝丰酒勾调鸡尾酒

仰韶包揽省白酒检验工职业技能竞赛前三名
日前，历经三天的比拼，2019年河南省

“仰韶杯”白酒检验工职业技能竞赛在渑池
落幕。仰韶酒业陈蒙恩、陈伟平和李卫三位
选手凭借丰富的理论素养和过硬的职业技
能杀出重围，包揽此次竞赛总分前三名！

据悉，本次比赛由河南省财贸轻纺烟
草工会委员会、河南省酒业协会联合主
办，裁判长由河南省酒业协会总工程师赵
书民担任。赛事分理论考试和现场实际
操作技能考核两个部分，其中，理论考试
占总成绩的 30%，现场实际操作技能考核
占总成绩的 70%，总分第一名选手将按程
序申报“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前三名选
手将按程序申报“河南省技术能手”。

作为仰韶酒业检验工代表，陈蒙恩、
陈伟平和李卫在竞赛中沉着娴熟应对，均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其中陈伟平、李卫、张
俊萍并列原辅料检测检验第一名；陈蒙
恩、李卫等并列标签标识检验第一名；陈
蒙恩、陈伟平等并列成品酒感官检验第一
名；陈蒙恩、陈伟平等并列常规检验第一
名；陈伟平等并列包材检验第一名。可以
说，几个人很好地展现了仰韶在检验工作
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并对外树立了仰韶
人不断强化全面质量管理和不断追求卓

越质量的“品质仰韶”“工匠精神”形象，得
到了组委会和所有裁判的一致认可，赢得
了其他参赛选手的点赞。

仰韶酒业公司总经理郭富祥表示，分
析检测是现代白酒企业管控食品安全、确
保产品质量的重要保障，一丝不苟、精益
求精的检验工作者才能为白酒的食品安
全和产品质量保驾护航，仰韶人始终在为
此而不懈努力。

业内人士认为，能够在省白酒职业技
能竞赛中的多个项目上夺冠，不仅是仰韶
酒业酿造实力的证明，也集中展现了豫酒
的酿造实力。 （张萌）

11 月 16 日，由中国钓鱼垂钓协会指
导，河南赊店商业有限公司主办的2019元
青花·洞藏年份酒“洞藏柔杯”钓鱼大师赛
即将在南阳麒麟湖国家钓鱼赛场开赛。

据悉，本次“洞藏柔杯”钓鱼大师赛将
采取定向邀约制为消费者带来更精致、更
高端的现场体验。届时，公司将邀请国家
级钓鱼大师及职业钓手进行现场指导，同
时通过精心设计的比赛环节，让消费者享
受到钓鱼的乐趣；赛后还有音乐篝火颁奖
晚会，让消费者在享受钓鱼成果的同时，
还可以品鉴“洞藏柔”美酒。

据赊店老酒负责本次赛事的相关工
作人员透露，组织此次活动的初衷，是为
回馈元青花·洞藏年份酒核心消费者，旨
在为元青花·洞藏年份酒的忠实消费者带

来极致体验，也为合作伙伴在培育忠实消
费者方面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

关于体验式营销，元青花·洞藏年份
酒可谓尽心尽力。围绕中高端大单品“元
青花·洞藏年份酒”，公司近期陆续推出和
开展了少儿财商教育活动、中秋全羊宴礼
宴、篮球夏令营等活动。通过上述一场场
活动，让元青花·洞藏年份酒醇厚不烈的

“洞藏柔”品质深入消费者内心，也赢得了
市场的广泛认可。

公司负责人表示，在豫酒振兴的道路
上，元青花·洞藏年份酒未来会以品质传
播为核心，以体验为工具，继续为其忠实
消费者带来更多的福利，为豫酒振兴提供
新的范本。

（程龙）

元青花“洞藏柔杯”钓鱼大师赛即将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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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邑葡萄酒集团新品登陆中原市场
日前，富邑葡萄酒集团在郑州举行奔富、利达民新

品发布会。会上，作为富邑集团核心进口商的绿地商
贸集团，与河南省茅五剑贸易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作为全球领先的葡萄酒集团，富邑葡萄酒集团旗
下拥有 80多个国际知名葡萄酒品牌，其中包括奔富、利
达民、纷赋酒庄等。河南省茅五剑贸易有限公司依靠
完整的营销体系，获得富邑葡萄酒集团认可，成为 Lin-
deman’s利达民 bin系列的河南独家代理商。 （白洁）

□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朱西岭

11月 13日，由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
工作领导小组支持，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
办，大河报社承办，贾湖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贾湖酒业”）协办的“豫酒中原
行”漯河站推介活动正式启动，9家豫酒骨
干企业集体亮相，为冲刺元旦、春节销售旺
季积极造势。

调研贾湖，督导企业发展

11月 12日，推介活动开始前，省白酒业
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满仓带领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
局、省农业农村厅、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等成员
单位人员，深入贾湖酒业进行专题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参观了贾湖酒业科技
研发中心、传统酿酒车间、恒温地下酒窖、机
械化酿酒车间、贾湖文化园等场所，对贾湖
酒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全方位了解，并听取
了贾湖酒业董事长张彪的工作汇报，汇报中
特别提到了贾湖原香型白酒——贾湖“东方
道”和“中原味道”上市后赢得业界和消费者
一致肯定，相继获得行业顶级大奖“中国白
酒酒体设计奖”和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赛
最高荣誉“大金奖”。随后，漯河市、舞阳县

主要负责人围绕如何助推贾湖酒业转型发
展作了专题汇报，调研组部分代表和专家也
从不同角度对企业提出了积极建议。

刘满仓最后作了总结发言，他肯定了贾
湖酒业在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原粮基地建
设等方面所做的扎实工作，认为企业坚持用
心做酒，不折腾。同时他对贾湖下一步的发
展也提出了具体的希望和建议：希望企业继
续做好产品品质、打造大单品、实现精细化
管理、提升员工素质、创新营销理念、培优高
管团队、加强战略规划以及强化宣传推介、
塑造贾湖品牌等方面工作，要有“打造全国
一流企业、向一线名酒靠拢”的远大目标，做
大做强企业；市场开拓方面，首先要做好家
门口市场，而后择机攻占郑州市场，还要抓
好大商、大户和各地河南商会，最后集中精
力抓好春节旺季销售，确保销售再上台阶。

展示推介，豫酒香飘漯河

11月13日上午，“豫酒中原行”漯河站推
广活动在漯河迎宾馆开幕。省白酒业转型发

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一行到活动现场给予支
持、助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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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品展示、主题演讲、现场品鉴等形式
积极参与了推介。

主题演讲和品鉴环节，贾湖酒业党委书
记、总经理孙耀州，河南仰韶酒业营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王军学，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王贤，五谷春酒业技术总
工程师曾田，洛阳杜康控股销售有限公司总
经理柳向阳，河南寿酒集团副总工程师孟书
剑，皇沟酒业副总经理、营销中心总经理李元
军，宝丰酒业技术副总工程师董军霞，分别从
企业、产品、品牌、技术角度做了介绍，并引领
大家品鉴了各自的产品。

活动期间，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
领导小组及各成员单位领导对参会的豫酒企
业展台进行了巡视和指导；贾湖酒业集团还
与河南博物院现场签约达成战略合作，计划
通过深入挖掘贾湖文化，助推贾湖酒业实现

跨越式发展。

专家论道，支招豫酒营销

推介会上，来自文化学者、营销专家的
主题演讲同样亮点多多。

在当天上午的主题演讲中，河南博物院
院长马萧林首先登场。他以《贾湖文化及河
南酒文化》为题，从9000年前的贾湖文化和
当时的贾湖人掌握的原始酿酒方法讲起，一
直谈到今天中原大地厚重的酒习俗、酒文
化，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讲述，赢得台下
听众一阵阵掌声。

下午的白酒营销高峰论坛上，百度河南
品牌营销中心总经理贺波，以《AI赋能——
玩转白酒营销新流量》为题，从新媒体、新技
术的角度论述了新时代背景下的酒业新营
销模式；中国酒类流通协会会长助理、河南
省酒业协会副会长吴勇，从大数据的角度，
引经据典给豫酒营销提供了新思维；作为一
名实战营销和管理培训专家，北京赢销力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冠群，从现代
战争切入，以《聚焦，业绩增长新引擎》为题，
给在座酒企负责人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营销
意见和建议。

三位营销专家的演讲，论据扎实、贴近
实战，让大家获益匪浅。2525

豫酒产业转型发展进行时豫酒产业转型发展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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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企业 推介产品 豫酒香飘“食品名城”
——“豫酒中原行”漯河站推介活动举办

酒业资讯

酒海观澜

日前，豫酒转型发展圆桌会议在赊店老酒郑州营销
中心会议室举行。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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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报了全省白酒业前三季度的整体发展情况，其中，重
点 白 酒 企 业 销 售 同 比 增 长 16.75% ，税 收 同 比 增 长
25.25%。

随后，赊店、仰韶、五谷春、杜康、寿酒、皇沟、宝丰、
贾湖、天明民权葡萄酒等酒企负责人，就前三季度的生
产销售情况及第四季度、春节旺季如何发力销售作了具
体汇报；京东酒世界、今日头条负责人作了平台资源推
介，省、市酒业协会及行业专家提了一些针对旺季营销
的具体建议。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财政厅、河
南牧业经济学院酒业学院等单位代表也相继发言。

最后，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
满仓作总结发言，他肯定了前三季度酒业发展成绩，但
企业发展差距拉大、部分企业增长缓慢等问题同样很突
出，希望在座企业认真分析情况，找差距、找问题、找出
路，通过创新观念、做强品牌、做大规模、加快发展，打
好第四季度和春节销售战役。 （本报记者）

豫坡被评为“河南省质量品牌”A类企业
近日，河南省质量协会发布了《2019年度“河南省质

量品牌”项目评估结果通知》，18家省内企业被确定为河
南省首批“河南省质量品牌”企业，其中A类企业 10家，
B类企业6家，C类企业2家，豫坡酒业被评为A类企业。

据悉，早在上世纪90年代豫坡酒业就按照绿色食品
标准要求，制定了农作物栽培技术规程，确保酿酒所需
粮食符合绿色食品原料控制标准，并于 1993年获准使
用绿色食品认证，延续至今已有26年。 （徐登科）

寿酒集团电商新品“三分白”上市
日前，河南寿酒集团儒香型新品——百泉春“三分

白”酒正式上市，并已开始在线上展开促销，消费者可以
登录京东商城河南寿酒集团官网了解订购。

据悉，儒香型“三分白”酒，有两大鲜明特点：一是选
用好水好料好曲，匠心酿造而成。入口香甜，回味悠长，
酌杯自饮，令人微醺的酒香在口腔中慢慢释放。二是包
装设计采用国画风格，给人以自由的向往，文艺气息浓
郁，是一款让人一见倾心的产品。 （徐东方）

省副食为174家星级合作商授牌
日前，“酒酒聚力·合作共赢”河南省副食品有限

公司（简称“省副食”）星级合作商大会在郑州召开。
据悉，本次授牌的共有 174家星级合作商（名烟名

酒店）。省副食董事长、总经理王庆云表示，今后公司
将会从多方面协助和提升这些星级合作商的经营状
况，如提高经营者的管理素质、盈利能力，提升他们的
社会地位、获得感和幸福感等。 （杨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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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出台17条意见助力豫酒发展
日前，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了《关于服务支持河

南酒业转型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从优化酒类企业证照审批服务、推进酒类

企业结构升级、鼓励豫酒生产企业开展质量体系认证、
严格酒类食品安全监管等 17个方面，对豫酒企业在转
型和高质量发展中提供全程优质服务。同时，《意见》
还在加强酒类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如
要严查销售来源不明的酒类产品，严打酒类食品安全
违法行为；要组织开展酒类产品专项抽检，对酒企及有
关部门提供的涉嫌酒类食品安全违法线索迅速处置，
切实维护豫酒质量安全和品牌声誉。 （本报记者）

日前，由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河南
省区和河南省茅五剑贸易有限公司（下称

“茅五剑公司”）联合主办的“文化茅台·时代
传承”茅粉尊享会在郑州举行。

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河南省区经
理袁安才，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法律知
保部华中大区主任张鹤，贵州茅台河南省经
销商联谊会会长王庆云、副会长赵黎明，茅
五剑公司董事长焦振及来自省内的茅粉嘉

宾受邀与会。
会上，茅粉们跟着茅五剑公司企业文化

战略部副部长杜英姿系统了解了茅台酒文
化知识，听张鹤介绍了茅台酒真伪鉴别技
巧。远在茅台学习的茅五剑公司副总经理
焦鹏，还以VCR的形式通过大屏幕和大家
分享了他作为一个“茅二代”的传承故事。

在浓浓的茅台酒文化氛围里，茅粉们度
过了一段特别的茅台酒品鉴时光。 （西岭）

“文化茅台·时代传承”茅粉尊享会在郑举行

日前，由贵州习酒公司精心打造的“君
品习酒·高端酱香”君品雅宴在郑州举行。

贵州茅台集团总经理助理、习酒党委书
记、董事长钟方达在致辞时介绍，君品习酒
是习酒公司经过多年积累和研发推出的高
端酱香产品，既是对君品文化更深层次的诠
释与注解，也是对关注、热爱习酒的广大消
费者的一份真诚回馈，习酒公司将集中资

源，努力将“君品习酒”打造成为继“习酒·窖
藏1988”之后的第二个战略大单品。

作为君品习酒郑州经销商，河南云飞酒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仝伟表示将从渠道建设、
诚信经营、维护习酒的价格体系、重视品牌
价值、做好品牌推广、做好产品分销体系等
方面展开工作，努力推进君品习酒的市场拓
展和销售。 （朱西岭）

习酒酱香新品“君品习酒”登陆河南市场

“仰韶杯”白酒检验工职业技能竞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