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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开坛 时间佳酿”酒祖杜康小封坛系列报道③

酒祖杜康小封坛作为洛阳杜康控股公司

全新推出的一款真藏实窖的创新封坛产品，自

2017年年底上市以来，以其“五年地窖坛藏”

的品质坚守和大气、时尚的包装风格备受公众

喜爱，与此同时，小封坛“封坛产品小坛化产品

理念”以及“限量发售的销售模式”不仅创新性

的引领了中原白酒发展，也更让业界备受关

注。酒祖杜康小封坛上市三年来，凭借卓越的

酒品和良好市场口碑，成为各大高端商务活动

的首选用酒，也更是家庭聚会、亲朋宴请的必

备，只要喝过小封坛的社会各界人士，都纷纷

点赞这款“时间佳酿”，堪称“豫酒名片”。

小封坛面市三年

社会各界纷纷点赞“心中的那坛时间佳酿”

□本报记者 申明贵

坚守五年地窖坛藏
打造臻美“时间佳酿”

12月 16日，2017第十三届大河财
富中国论坛“中原发布”暨杜康2017价
值新品发布会在郑东新区CBD传媒大
厦举行。酒祖杜康小封坛在万众瞩目
中揭开神秘面纱。将五年前封藏的精
选酒品，分装成一斤小坛，面市销售，这
在当时中原白酒行业是个首创。

对于这款酒祖杜康的创新产品研发
背景和具体优势，会上杜康控股公司市
场部负责人做了详细介绍，酒之精妙在
于藏，其一在于地点，其二在于容器。为
此杜康专门修建了全省最大的地下酒
窖，并用陶坛作为容器，让封坛酒越陈越
香。今天发布的“酒祖杜康小封坛”，分
为46度和52度两种，均为2012年首批
封坛酒，而明年则将采用 2013年封坛
酒，以此类推保证5年封坛品质，后经国
家级白酒大师张献敏上百次调试，并用
出自景德镇的优质瓷坛进行灌装，最终
才成就了今天这款杜康控股的诚意之
作、高端豫酒的典范产品。所以说，这是
一款经历了时间和品质沉淀的好酒产
品，其发布将开启杜康酒品的新篇章。

会上著名白酒大师赖登燡、程宏对
“酒祖杜康小封坛”进行了专家鉴定，并
且给出了“无色清亮透明，窖香优雅，成
香迷人，绵柔干韧，自然协调、余味爽
净，具有独特风格，适口性好，属于高端
浓香型白酒的品质”的高度评价。

频频亮相高端活动
收获品质点赞无数

酒祖杜康小封坛，作为高端豫酒典

型代表，凭借大气、时尚的包装，臻美品
质频频被省内、外高端活动晚宴作为指
定用酒。在活动晚宴上，嘉宾在品鉴小
封坛酒品后，都纷纷给予高度评价，并
为豫酒品质点赞。

2018年 12月 4日，中国韩国人会
第十届会长就任式暨中韩友谊之夜在
北京落幕。韩国贸易社本部长、世界各
地韩国商会会长、韩国官方媒体等 350
余人受邀参会。作为此次活动的合作
伙伴，“高端豫酒典范”酒祖杜康小封坛
成为活动唯一指定用酒。

仪式开始前，河南省商务厅副厅长
孙敬林等陪同新上任的中国韩国人会
会长朴元愚，来到酒祖杜康小封坛展台
前，与杜康工作人员作了深入的交流，
并对酒祖杜康小封坛大加赞赏。韩国

嘉宾在品鉴了小封坛酒后表示，杜康酒
开启了他们认知中国白酒的大门，让他
们真正品味到了“中国味道”，认为杜康
人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白酒优秀品牌，弘
扬了酒祖精神。

在 2019 年 4 月 16 日投洽会的欢
迎晚宴上，酒祖杜康小封坛以高端豫酒
典范形象让海内外客商畅享了它优雅
怡人的滋味，领略了它盛世佳酿的魅
力。“太棒了！”“杜康名不虚传！”等赞扬
的词汇是当晚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2019年 2月 24日，2019中国饭店
协会会长办公会在郑州召开，60多位
来自全国各地的协会副会长、重点专委
会理事长等齐聚黄河迎宾馆。作为此
次活动的合作伙伴，“高端豫酒典范”酒
祖杜康小封坛作为活动特约赞助用酒，

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协会会员及企业代
表提供高品质豫酒。在欢迎晚宴中，酒
祖杜康小封坛获得与会嘉宾的一致好
评，嘉宾们交口称赞：何以解忧，唯有杜
康。作为中华名酒，杜康是非常有代表
性的河南名片！

酒业同行莅临杜康参观
高度评价“高端豫酒典范”

酒祖杜康小封坛产品定位是坚持
五年地窖坛藏的世间佳酿，产品从价格
定位到酒体设计，都是为中高端人群奉
献的一款可以品鉴、私藏的酒品。同时
在豫酒同行业同等价位也是典型代表，
因此小封坛酒一上市就极其吸引眼球，
备受推崇。酒祖杜康小封坛凭借产品

定位和酒品优势不仅被社会各界点赞，
也同样被省外业内同行纷纷点赞。

2018年5月23日，四川郎酒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罗文伟一行莅临杜康参
观考察，罗文伟在交流会上表示，参观完
杜康后，给我留下了三点很深的印象：
一、杜康是华夏酒祖，历史文化厚重，是
行业公认的酒祖，这一点是中国白酒任
何品牌所无法比拟；二、酒祖杜康小封坛
品质卓越，酒体醇厚、饱满、干净，适口性
非常好，是一款拥有市场化口感的高端
品质白酒，体现了杜康的匠心精神与品
质追求；三、杜康的封坛私人订制业务细
节做得非常到位，很系统、也很专业，有
非常成熟的市场运作体系。

2019年 5月 16日，劲牌公司定制
事业部总经理朱江华率团队一行走进

杜康，与杜康控股相关负责人一道，代
表两大名酒品牌，相聚杜康生态酿酒
基地，真诚交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共话发展。在华夏第一窖，工作人员
向劲牌公司一行介绍了杜康地下酒窖
的规模、储存方式以及酒祖杜康小封
坛的情况，朱江华等人对杜康在原酒
储存等基础工作方面表示肯定。在产
品展厅品尝小封坛美酒后，朱江华对
小封坛的酒水品质表示高度认可，赞
叹道：“好酒！”

酒祖杜康上市后，市场看好，公众
喜爱，这背后是杜康控股基于市场研
判、消费者调研后的清晰定位和精准把
握。正如业内专家们的高度评价：酒祖
杜康小封坛品质上乘，是杜康酿酒工艺
与品质的集大成者，豫酒高端典范实至
名归。而一位业内知名人士也分析提
出，“高端豫酒典范”的品牌诉求，使酒
祖杜康小封坛获得了极佳的品牌占位，
将对高端消费群体形成直接的心理暗
示，谈起最高端豫酒，目标消费群会第
一时间联想到酒祖杜康小封坛。

酒祖杜康小封坛上市三年来，一直
保持限量供应市场的状态，从最早的仅
限于洛阳、郑州市场销售，到小封坛面
向全省限量销售，杜康控股采用的是慢
慢渗透，稳健运行的市场策略。小封坛
产品注定是一款市场火爆的产品。不
仅上市后被省白酒业转型发展转型工
作领导小组主要领导和成员单位负责
人高度评价，在市场终端也被经销商、
终端商等合作商家看好，同时公众更是
给予广泛点赞。都认为在全省白酒业
转型发展如火如荼推进的今天，杜康控
股趁势而上，凭借酒祖杜康小封坛和新
12区两大单品，全面发力，加快布局，
坚定信心，勇于担当，为振兴豫酒，贡献
杜康力量。

从默默无闻到一鸣惊人
——安钢总医院改革发展纪实

顶层设计有高度

思路决定高度，高度决定出路。新
班子上任后重新规划了顶层设计，提出

“打造豫北一流名院，建设强专科，大综
合三甲医院”的目标。以“降成本、调结
构、强营销、提服务”这十二字作为工作
方针，实施“南联北引”发展战略，为医院
发展插上腾飞之翼。

“十二字方针”激发了强大活力。
通过引入先进的管理模式，医院的运营
成本大幅下降；通过调整药品耗材、科
室设置和人力资源结构，医院优化了管
理流程；通过举办学术会议，进行技术

推广、形象展示，医院的社会影响力大
幅提高；通过延伸服务和文化建设，医
院的美誉度大大增强。

“南联北引”助力医院跨越发展。
所谓“南联”，就是联合省会大医院，学习
先进管理经验；所谓“北引”，是指引进北
京知名医疗专家，提升医院技术水平。

两年来，安钢总医院共引进北京
301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
等12家知名三甲医院的多位专家来坐
诊示教，提升医院的技术与管理水平。

品牌建设有深度

历史上，这里以骨科和烧伤整形外
科闻名遐迩。如今，他们从脊柱微创技
术上寻求突破。

2010年，时任安钢总医院骨科主
任的王红建得知，国际医学界兴起一种
脊柱微创技术，只需在病患腰部开一个
7毫米的孔眼，就能治疗多种椎管疾病，
出血量小、恢复期短，费用仅为“开大刀”
的三分之一。

微创是外科手术发展的必然趋
势。安钢总医院有一批医生，既有丰富
的“开大刀”经验，又熟悉介入式治疗的
操作流程。于是，安钢总医院瞄准世界
前沿，向脊柱微创技术挺进。

如今，安钢总医院的脊柱外科微创
手术量已逾3000例，技术水平堪称世
界一流，受到患者的高度评价，引得国
内外专家交口称赞。

“我们将以骨科为引领，脊柱微创
为突破，将业务拓展至关节镜微创等领
域，重点推进骨科‘院中院’建设。”脊柱
微创技术的领军人物，安钢总医院院长
王红建说，只有在跟跑中超越，在超越
中领跑，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能否打响“脊柱微创技术”的品牌，
事关医院的高质量发展。

2018年，该院的脊柱微创团队完
成了世界首例“应用脊柱内镜DELTA
系统单切口治疗双节段腰椎管狭窄症”

“脊柱内镜DELTA系统单切口治疗双
段神经根型颈椎病”和国内第一台

“Delta脊柱内镜下椎间融合术”。“骨健
康，到安钢”的品牌从此叫响。

2018年 4月 14日，这里承办了首
届“豫晋冀太行脊柱微创高峰论坛”，
来自河南、山西、河北三省的600余名
医学专家，聆听了安钢总医院团队以

“Delta内镜治疗腰椎管狭窄症”为主
题的学术报告。

2018年 12月 9日，第二届武汉东
湖脊柱（微创）国际论坛召开，安钢总医
院团队以“大通道内镜技术治疗腰椎管
狭窄症微创策略”为题，为全国各地的
300余位专家作专题报告。

2019年 12月 20日，在“河南省脊
柱微创大会”上，安钢总医院脊柱微创

团队主刀演示了镜下融合技术。
中国脊柱微创事业的开拓者周跃

教授认为，安钢总医院的脊柱微创实践
值得全国同行学习。

如今，安钢总医院的骨科已成为豫
北技术力量最强、专业水平最高的名牌
专科之一，吸引了北到新疆、南到香港
的患者前来就诊。

学科推进有宽度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安钢总医院深知，脊柱微创是他们
的拳头产品，但“一科独大”并不是他们
的目标。

他们制定了“骨科领航，多科联动”
的学科发展“雁阵模式”，以脊柱微创和
显微外科为“双子星座”，引领骨科亚专
业全面发展。医院以骨科为龙头，神经
内科和心血管科为两翼；专科以脊柱微
创为龙头，显微外科和关节镜外科为两
翼，两台“三驾马车”协同并进，做好“强
专科，大综合”的布局。

近年来，这里先后被安阳市卫健
委、科技局授予“重中之重”亚专科、安阳
市微创脊柱外科质量控制中心、微创脊
柱外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显微外科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称号，并荣获“‘重中
之重’亚专科建设优秀奖”。

两年来，安钢总医院专家团队参加
过上百场学术会议，并多次作主题发
言。卒中中心、胸痛中心一次性通过国
家资质审核，彰显了安钢总医院专科建
设的底气与实力。

先进的脊柱微创技术不仅吸引了
求医问药的病人，还吸引着求知求新的
同行。

“目前，已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2家
医院来我院交流学习。明年，我们还将
举办脊柱微创技术的国际培训，吸引马
来西亚、美国及我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的同行来交流学习。”王红建自豪地说。

服务延伸有广度

服务永无止境，是安钢总医院的铮
铮誓言。

近年来，该院成立了礼仪服务队，
以超标准、超预期的服务，让患者感到
无比温暖。

除此之外，安钢总医院还积极开展
“延伸服务进家庭”活动。各科室近千
人参与院内义诊、社区义诊、乡村义诊、
节日义诊、专病义诊，为区域内上万名
百姓送上钢医人的健康礼品，让越来越
多的患者成为安钢总医院的“铁粉”。

为了更好地服务大众，安钢总医院
还购置了安阳市唯一一辆现代化大型
体检车，常年驰骋在城市乡村，成为殷
都大地上的健康使者和宣传安钢总医
院形象的流动名片。

公益活动有厚度

改革的目的是便民惠民。想群众
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是安钢总医院
的无悔承诺。

在一系列大型活动中，都有钢医人
的身影：

为3000人参加的世界大规模成人
礼，提供全程独家医疗保障；

为安阳市首届特奥会保驾护航；
为殷都区1500名居民免费筛查消

化道肿瘤；
承办安钢集团“脊柱微创精准医疗

百万扶贫基金慈善行”活动；
…………
这些活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

评价，安钢集团和安钢总医院的精准扶
贫事迹，荣登国务院扶贫办官方网站。

文化建设有温度

医院不仅要有医术，还要有文化。
安钢总医院，到处是满满的正能量和足
足的精气神。

他们在中心花园建立党建工作园
地。“‘党在我心中，永远跟党走’的红色
大字，昭示着安钢总医院人矢志不渝的
信念。”医院党委书记彭南超说。

他们拍摄了庆祝共和国70华诞的
“快闪”《我和我的祖国》，唱出了全院医
护人员对祖国的热爱，被腾讯、新浪、搜
狐等20多家网络平台争相转播，形象宣
传获得巨大成功。

公众号、医院网站日夜不停地采编
播发医院新闻、学术动向、专家风采，发
布数量超过400篇，成为医院最重要的
宣传窗口。

每逢过节，安钢总医院总不缺席：
医师节的蛋糕、护士节的鲜花、新年的
饺子……医院为全院职工的父母提供
高工级的健康体检，让职工全家倍感
温暖。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忆往昔，他们经历转型阵痛；看今
朝，这里坚持“打造豫北一流名院”的发
展思路，成为安阳市医疗行业发展先
锋，荣获安钢集团先进单位；思将来，安
钢总医院步履铿锵，充分发挥两台“三
驾马车”的龙头作用，打造专科“院中
院”，实现创建三级甲等医院目标，定能
跻身豫北一流名院的行列！

安阳市殷都区钢三路中

段，一栋洁白的大楼格外引

人注目。

这 里 是 安 钢 总 医 院。

1958年，这家医院与安钢同

时诞生。五十多年来，他们

曾背靠“大树”，吃喝不愁。

由于机制原因，随着医改的

深入，安钢总医院与区域内

同级先进同行相比已经滞

后。前些年，根据剥离国有

企业办社会职能的要求，安

钢总医院走向市场。

2017 年 11 月，安钢总

医院新的领导班子上任，揭

开医院发展的新篇章。短短

两年，安钢总医院以顶层设

计的高度、品牌建设的深度、

学科推进的宽度、服务延伸

的广度、公益活动的厚度、文

化建设的温度这“六个维度”

为引领，推动医院实现跨越

式发展。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
本报通讯员 魏荣安

豫晋冀第三届太行脊柱微创高峰论坛

酒祖杜康小封坛酒活动陈列

◀嘉宾品鉴小封坛

▶省外酒业同行
参观杜康生产车间

院长王红建与国际微创脊柱外科学会候任主
席周跃教授对话

安钢总医院举办的知名学术品牌——太行脊
柱微创高峰论坛已享誉全国

安钢总医院高大巍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