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豫酒振兴面临着 6大机会：一是本土
味道的回归。二是豫酒有了自己的风格。三是
政府的有力引领。四是豫酒老板们的觉醒。比
如仰韶进入了 20亿阵营，即将完成全省布局，
其他企业也在陆续跟进。五是消费者心智占
位。换句话说，市场规模不大但品牌影响力不
小。六是酒类流通大商蠢蠢欲动。有些已经开
始与豫酒企业接触，有的已经开始合作。

牛恩坤（社群营销专家、

亮剑营销咨询有限公司董事

长）

2010 年 3 月，我被任命为制曲车间主任。
当时，面对制曲工作中的“中高温大曲理化指标
偏低”“中高温曲曲香弱”等难题，也曾经迷茫
过……最终历经了近三年的努力方才成功予以
解决。我深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通过不
懈努力，如今我们的中高温曲中大曲挂衣好，

“焙烤”香气复合，糖化发酵动力强劲；高温大曲
具备典型的酱香、柔和的曲香等特点，为酿造优
质彩陶坊白酒奠定了基础保障。

张振科（河南仰韶酒业

有限公司制曲车间主任）:

最美豫酒人：
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制曲车间主任 张振科

河南仰韶营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西北大区总监 高红涛

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王贤

河南五谷春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徐开华

河南五谷春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侯少启

洛阳杜康控股销售公司总经理 柳向阳

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张献敏

河南省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李绍亮

河南寿酒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牛广杰

河南皇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 李元军

宝丰酒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葛少华

贾湖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王永亮

天明民权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技术副总经理 徐瑞敏

河南豫坡酒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 刘向辉

河南蔡洪坊酒业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刘洪亮

名酒│082020年 1月 1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申明贵 编辑 朱西岭

□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朱西岭

1月 8日下午，由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
工作领导小组特别支持，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
办的“最美豫酒人”推评活动颁奖盛典在河南
日报报业大厦举行。

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刘满仓，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
局、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广播电视台等
成员单位负责人和 5位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
项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专家，洛阳、南阳、三门
峡等省辖市工信部门负责人，12家豫酒骨干
企业代表，15位获奖的“最美豫酒人”以及省
内主流媒体代表出席了盛典。

举办推评活动 展示出彩豫酒

下午 3时，在大气磅礴的豫酒专题宣传片
播放完毕后，颁奖盛典正式开始。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辑孙德中首先代表主
办方上台致辞。

孙德中说：“今年是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
行动计划实施的第4年，也是呈现转型发展成
果的重要一年！作为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
工作领导小组特别安排的一项重要活动，本次
推评旨在从豫酒生产、营销一线，寻找一批在
平凡岗位上干出不平凡业绩的‘最美豫酒人’，
在豫酒行业中弘扬和传承‘执着、坚守、追求极
致’的‘工匠精神’。活动从 2019年 11月初开
始筹备，11月 29日启动，历经企业报名、公众
投票、专家评审、宣传公示四个阶段，共有 926
万多人次参与投票，最终15位参评者成为‘最
美豫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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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省
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
获得“最美豫酒人”称号的 15 位同志表示祝
贺，向主办方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表示感谢。他
说，2020年是我省白酒业加速崛起的关键一
年，希望在座的“最美豫酒人”继续争做攻坚克
难的“排头兵”，让“最美豫酒人”所坚守的工匠
精神在河南白酒行业绽放。

“最美”榜单揭晓 点赞匠人匠心

致敬匠心，谁是“最美”？紧随其后，现场

大屏幕播放了本次推评活动的宣传片，介绍了
活动的背景，并且公布了最终的获奖人员名
单，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制曲车间主任张振
科、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
师王贤等 15 位豫酒人荣获“最美豫酒人”称
号。

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刘满仓以及省科技厅副厅长徐宗勤、省商务
厅副巡视员费全发、省市场监管局副巡视员刘
波、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王俊忠等省白酒业
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领导，分
别上台为15位获奖者颁奖。

张振科、王贤作为“最美豫酒人”代表，随
后上台分享了自己的酒业故事。通过介绍“曲
为酒之骨”“曲定酒型”，张振科为大家揭开了
仰韶酒好喝背后的秘密，以及他为解决制曲三
大难题而做出的默默付出和牺牲；赊店元青花
畅销全省 10多年，多次在全国白酒酒体评比
中名列前茅，这些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总工程
师王贤，现场她和大家分享了 27年的职业生
涯和感悟，赢得了热烈掌声。

专家主题论坛 论道发展机遇

颁奖典礼的最后一个环节，互联网社群
营销专家、亮剑营销咨询公司董事长牛恩坤
以《豫酒振兴的新机会》为题目，作了主题演
讲。

他说，目前豫酒振兴面临着六大机会，需
要具备六大条件，并且深入分析了豫酒当前存
在的九大硬伤。“为此，豫酒企业需要从产品品
质、品牌、团队、管理、模式等方面做好积极准
备，从营销方面进行发力和突破，同时还要敢
于内视自身的不足，积极取长补短，助推豫酒
转型发展向纵深推进……”引起大家的强烈共
鸣。

至此，本场“最美豫酒人”推评活动颁奖盛
典完美落幕。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一场行业活动，点赞
了豫酒人的工匠精神、奉献精神，提升了豫酒
人的信心、责任心和职业荣誉感，为豫酒发展
和人才建设营造出了积极氛围。乘着振兴豫
酒的政策东风，豫酒行业如今也正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人才加入其中，助推豫酒进一步走向高
质量发展之路，希望今后类似的行业活动越来
越多，为行业提供更多正能量。

致敬匠人匠心 点赞豫酒“最美”
——“最美豫酒人”推评活动颁奖盛典举行

●● ●● ●●

仰韶斩获“中国创新营销奖”

日前，“千人峰会巅峰论剑——中国
营销跨年演讲暨第17届中国营销盛典”在
郑州举行。仰韶彩陶坊被主办方选为指
定接待用酒，用以招待来自国内营销界的
各路专家和企业领导。

会议期间举行的中国营销盛典颁奖
典礼上，因创意营销方面的惊艳表现和卓
越成就，仰韶酒业一举斩获了“2019年中
国企业营销创新奖”，是获得该奖项的唯
一一家豫酒企业。据悉，这得益于近几年
仰韶酒业在创新营销方面所做的工作可
圈可点。一是自带流量的产品创意。仰
韶彩陶坊酒外观衍变于 7000年仰韶文化
的传世经典——彩陶鱼纹葫芦瓶和彩陶
小口尖底瓶，并按照仰韶文化中的制陶工
艺精心烧制而成，充满仰韶文化气息的彩
绘图案与现代烤金工艺的结合，完美展现
了古今辉映之美。二是深耕河南的“办事
处模式”。开创性地推出了“超级办事处
模式”，以直控终端的方式，完成了对河南
市场的全覆盖。三是“三会三宴”的精准
营销。精准抢占了众多政经热点、焦点，
凡是有高端活动的场所，就能看到彩陶坊
的身影，俨然一个酒圈里的“网红”。四是
引导性的口碑传播。行业专家、媒体精英
纷纷站出来为仰韶彩陶坊酒代言，“你喝
酒，我代驾”“百万助学公益活动”等都为
仰韶彩陶坊的品牌形成了有力的正能量
加分。 （黎明）

“杜康之夜”新年音乐会洛阳奏响

日前，由中共洛阳市委宣传部、洛阳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洛阳杜康控股
有限公司承办的“杜康之夜”2020洛阳新
年音乐会在洛阳歌剧院奏响。

据悉，本场音乐会由著名指挥家吴涛
担纲指挥，河南省交响乐团倾情演奏。演
出共分红色经典、“一带一路”、洛阳特色、
经典文艺、黄河文化等五个乐章，曲风多
元、中西合璧，雅俗共赏、异彩纷呈。洛阳
杜康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彬受邀和
来自洛阳各界代表一起观看了演出。

作为华夏文明和白酒文化的传承者，
杜康一直在不遗余力地传承和发扬优秀
传统文化。“三蒸三酿、五奇六法、老五甑
工艺”，秉承传世古法，杜康酿就了醇厚美
酒；“黄帝祭祖、牡丹花节、封坛大典”，杜
康以浩大声势，礼颂华夏文明。在2020新
年的开端，杜康以音乐为媒，文化为本，声
动洛阳，让古典文化再度滋养河洛大地，
谱写了一曲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
篇章。 （孟振峰）

金沙举办河南主流媒体座谈会

日前，金沙酒业“河南主流媒体座谈
会”在新落成的金沙酒业郑州9S体验中心
举行，金沙酒业品牌总监周辉富、金沙酒
业中原战区总裁蒋化洋等，和来自省内媒
体的记者共聚一堂，共话未来。

座谈会上，蒋化洋作了《新时代新金
沙新辉煌》主题演讲，对过去一年金沙酒
业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对新的一年在河
南地区的销售进行了积极展望。随后，来
自河南日报、大河报等媒体的代表对2020
年金沙酒业如何加强在河南地区的销售
和推广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据周辉富介绍，金沙酒业2019年全国
销售收入超过 15.82 亿元，河南销售收入
超过3亿元，居全国之首。他还透露，金沙
酒业全国经销商大会将于今年2月份在河
南召开。 （张帆）

泸州老窖

精品头曲D系列客户联谊会举行

日前，由泸州老窖博大酒业营销咨询
有限公司、河南卓越营销机构、郑州卓之
星商贸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0年泸州
老窖·精品头曲D系列核心客户联谊会”在
郑州举行。

本次核心客户联谊会确定了郑州区域
精品头曲商会成员20余家，并在会上进行
了会员授牌仪式。泸州老窖·精品头曲D系
列郑州商会以“共建品牌、创造价值、互帮互
助、共商共赢”为目的，制定了严格的奖惩机
制和监督措施。未来，商会计划在郑州区域
招募会员180家，商会成员可享受六大专享
市场支持和六大专享服务。 （风光）

茅台醇·天青登陆河南市场

日前，茅台醇·天青（郑州）上市发布
会在郑州举办。据悉，茅台醇·天青是茅
台醇家族推出的一款新产品，其河南市场
则由河南中州皇冠贸易有限公司独家运
营。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党委
委员、副总经理、首席质量官屈午在致辞时
说，茅台醇柔和酱香型白酒的研发，开了我
国酱香型白酒柔和淡雅口感的先河，不仅得
到国内知名白酒专家的高度评价，也以其追
求有机、绿色的风格特点，得到追求口感创
新白酒消费者的认可。河南中州皇冠贸易
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成则表示，希望茅台
醇·天青能让更多人了解柔和酱香茅台醇，
开拓年轻消费者的白酒市场，实现系列产品
的百花齐放。 （刘华威）

酒海观澜

高洪涛：我始终坚信，把平凡的事做好就不平
凡、把简单的事做好就不简单。今天这个奖项就
印证了这句话，今后要向更多优秀的同行学习，为
仰韶的未来、豫酒的振兴多作贡献。

侯少启：我是一个酿酒人，一直奔波在五谷春
酒业酿酒一线。此次能够获得“最美豫酒人”称
号，倍感荣幸，希望能把自己的酿酒经验一代代传
承下去，为豫酒振兴尽绵薄之力。

张献敏：对我个人而言，获得“最美豫酒人”称
号就是一个加油站。回去后，我将带领杜康技术
团队，把杜康酿造工艺进一步优化，进一步提升酒
体设计，把更好的杜康酒奉献给消费者。

李绍亮：作为一个在宋河工作了 38年的酿酒
人，这一生都心系白酒行业。新的荣誉，也是一份
新的使命和担当，今后要更好地传承白酒文化和
技艺，传递行业正能量。

葛少华：获得“最美豫酒人”称号，是对我工作
的肯定，也是社会各界对我本人的认可，让我更有
信心和决心做好宝丰酒，将宝丰酒发扬光大，为豫
酒振兴作出新贡献。

牛广杰：“最美豫酒人”评选，是一件振奋整个
豫酒行业的好事，它让更多人知道豫酒、了解豫
酒、爱上豫酒。作为一个豫酒人，今后要继续发扬
工匠精神，酿造出更好的河南美酒。

王永亮：获得“最美豫酒人”称号，是消费者对
于贾湖酒业的认可，也是对自己的肯定。今后要
带领着贾湖酒业技术团队，酿造出更高品质的贾
湖美酒、传承好九千年的贾湖酒文化。

李元军：获得这个荣誉，是对我个人的鼓励和
鞭策。同时，这个荣誉也是属于整个皇沟人的，它
让我们所有皇沟人在今后的工作中更有动力，提
升产品品质，把企业做大做强。

徐瑞敏：今后将以“最美豫酒人”这项荣誉为
动力，继续以匠人匠心精神，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发扬光大民权葡萄酒。严把质量关，生产出更多
优质的葡萄酒，奉献给消费者。

刘向辉：荣获“最美豫酒人”称号，证明了社会
各界对我的认可，这也是全体豫坡人的荣誉，今后
一定加倍努力，为消费者做好酒，做好喝的酒。

刘洪亮：感谢主办方给予我们酿酒人的崇高
荣誉，作为获奖者，一定珍惜荣誉，进一步发扬工
匠精神，为振兴豫酒贡献力量。 （宁甜）

获奖感言

2019年，豫酒企业坚守责任、坚守品质、坚守
诚信，用心酿造、用心经营，呈现出产销稳定、效益
提升、结构趋优、活力增强的良好态势。2019年
前三季度，重点酒企主营业务收入增长16.75%、
缴纳税金增长25.25%，“河南人喝豫酒”“豫商卖
豫酒”的氛围越来越浓。其中仰韶酒业全年主营
业务收入预计将突破20亿元、税收突破3亿元。

2020年是我省白酒业加速崛起的关键一年，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希望在座的“最美豫酒
人”回去后在各自工作岗位上继续努力，积极争做
攻坚克难的“排头兵”，让匠人匠心和工匠精神在
河南白酒行业进一步绽放。

姚延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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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白酒行业 27 年来，我体会最深的就
是：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干一行爱一行专一
行，专心专注把一件事做到最优最精，才能实现
人生出彩；同时我始终坚信赢在勤奋、胜在坚
持，勤奋是成功的阶梯，只有勤奋学习、勤奋钻
研、勤奋攀登，厚植底蕴，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创新是前进的动力，只有坚持创新、不断创新、
不懈创新，在创新道路上勇往直前，才能开辟豫
酒转型发展的新境界。

王贤(赊店老酒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最美豫酒人”推评活动颁奖盛典现场

“最美豫酒人”集体合影并为工匠精神点赞

与会嘉宾为“最美豫酒人”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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