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豫坡集团

积极参与“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
日前，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豫坡酒业与当地 20

余家企业积极参与了由西平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组织
开展的“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行动，先后走进重渠、二
郎、五沟营、盆尧、老王坡管委等走访慰问贫困户，并送
去了食品、饮料等慰问物资和慰问金。

活动期间，豫坡酒业还制定了明确的目标任务，并
精心进行了时间安排，积极参与帮助贫困户发展产业，
扩大就业。同时，主动对接定点帮扶村，详细调研、精心
谋划，切实解决实际问题，以产业、就业、捐赠等形式进
行对口帮扶。 （徐登科）

酒业资讯

5月 5日，省政府发布通告：自 5月 6日
零时起，我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响应级别由Ⅱ级调整为Ⅲ级，这意味着省
内疫情已经得到较好控制。随后，各地中
小学相继开学，省辖市两会陆续开幕，全国
两会也揭幕在即，受疫情影响低迷了 3个
多月的酒水消费市场也迎来了复苏。对于
豫酒来说，市场开拓都采取了哪些有力举
措？下一步应该如何把握机会迎接市场挑
战呢？

直播带货，开展活动，豫酒营销重启

随着疫情渐趋平稳，身处市场一线
的豫酒企业，早就在积极谋划营销活动，
迈出了冲刺市场的第一步。

4 月底，10 多家媒体的记者，应邀走
进仰韶酒业重点打造的 4A 级酒文化主
题旅游休闲度假区——仰韶仙门山踏青
采风，未来这里将建成仰韶酒文化展示
区、酒文化主题酒店以及一条长达 10 里
的藏酒洞，届时游客不仅能喝到仰韶酒，
还能深度体验仰韶文化和仰韶酒文化。
与此同时，进入 5 月，仰韶酒业各市场大
区开始积极走访客户、了解市场，并召开
专题会议，研究、安排第二季度和后半年
的销售工作。

赊 店 老 酒 公 司 积 极 和 政 府 部 门 对
接，搭上了“全国 100 位县长‘文旅助农’
直播大会”，在当地网红县长的推介下，
在网络上火了一把。杜康控股紧紧抓住

“牡丹文化节”的尾声，以花为载体巧做

营销活动，策划推出的“拍照赢美酒”活
动，反响热烈。

5 月 3 日，在积极做好疫情防控的前
提下，河南寿酒集团一年一度的“品健康
寿酒·赏月季牡丹”活动也如期启动，以
花为媒掀起了一轮销售小高潮；宝丰酒
业积极助力、提振当地文旅市场，冠名了

“宝丰酒”号旅游专列，600 多名来自郑
州的旅客抵达宝丰体验了宝丰酒文化；
搭乘直播带货的东风，民权县县长张团
结和全国人大代表、天明民权葡萄酒名
誉董事长姜明，通过直播共同为天明民
权葡萄酒代言推介，在网上掀起了抢购
葡萄酒的热潮。

可以说，随着市场的复苏，豫酒正在
通过积极布局，抢占市场先机。

快速转变，力促消费，市场频频发力

疫情趋缓，豫酒企业也在积极行动，通
过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开拓消费市场。皇
沟酒业联合郑州、商丘、开封 50多家中高
端酒店，开展了“万瓶名馥美酒免费赠”活
动，到店消费且符合条件的顾客，发个朋友
圈或抖音即可免费领酒，此活动推出以来
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积极参与。

仰韶酒业、金星啤酒等企业也通过举
办活动、出台政策频频发力餐饮等消费终
端。赊店酒业早早就开始布局“后疫情时
代”的宴席市场，各种促销政策提前在郑
州、南阳等核心市场落地。

疫情之后，酒水消费市场面临着哪

些变化？上海观峰资询首席战略专家杨
永华认为，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宴席消
费会迎来高潮甚至“井喷”。他分析说，
婚宴、百日宴、庆功宴作为“主流三宴”，1
至 4 月份基本全都取消了，随着疫情趋
缓和餐饮业陆续恢复，出现“井喷”的可
能性非常大。豫酒企业要抓住宴席恢复
的机会，加快推进以增长为导向的绩效
考核，抓好渠道占仓促销，做到“先下手
为强”

豫酒如何快速转变、适应新时期的消
费趋势？亮剑营销咨询公司董事长牛恩
坤认为：从当前来看，白酒行业进入了新
的周期，一是从经营品牌到经营用户的转
变；二是从经营渠道到经营三度空间（传
统渠道、社群资源和线上）的转变；三是白
酒行业每 5年都有一个小周期的调整，迎
来新的机会，会从产业链改造、品质再升
级、渠道数字化、跨界融合等方面发生深
刻的变革。对于豫酒来说，应适应形势快
速转变，抢抓机遇。

专家支招：创新思维，精准发力，
奋力开拓市场

面对积极复苏的市场形势，豫酒下
一步如何在产品、团购、电商等方面持续
发力，实现“弯道超车”？几位专家积极
为豫酒企业支招。

杨永华认为，从产品角度看，基于未
来名酒、省酒、地产酒的“三国杀”态势，
豫酒的“金花”企业要及时开发短线产品

以应对省外名酒的“拼抢式”竞争。对于
地市级区域酒企而言，要通过“地利、人
和”的优势，加大团购单位开发和维护，
依托“三宴”实现市场氛围的营造和消费
带动。从市场的层面看，豫酒要抓好核
心终端、核心团购单位、核心消费群。

牛恩坤认为，疫情之后豫酒“弯道超
车”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重视品牌
的时代价值。豫酒大多是老牌子，有历
史优势，要能玩出新感觉。二是要借用
互联网的连接优势，在新的赛道实现弯
道 超 车 。 三 是 内 部 人 才 和 社 会 动 员 系
统有机结合，内部人才是指团队的经营
能力，社会动员系统是指连接能力，两
者 结 合 才 能 把 市 场 做 大 。 四 是 提 升 系
统作战能力。

北京君度卓越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
杜宜平建议，疫情之后豫酒企业要从三
个方面着手：一是聚焦。聚焦品牌及产
品，深度梳理品牌价值体系和持续创造
消费场景，通过塑造产品价值，强化消费
认知，将产品卖点和消费者需求高度匹
配，才是实现动销、提升销量的有效手
段。二是精细化。立足于传统市场的精
细化，巩固加强核心市场以稳存量，强化
社群营销拓宽渠道。同时强化关系，公
关、团购进行有效突破。三是数字化。
数字化的核心是赋能、链接，解决关系，
旨在通过适当的链接让终端店和消费者
之间形成联动，进而帮助经销商和烟酒
店把消费者关系做得更好。 （本报综合）

日前，共青团河南省委、河南省青年联
合会公布了第24届河南青年五四奖章评选
结果，河南省副食有限公司（简称“省副食”）
茅台王子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等30个青年集
体荣获第24届“河南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河南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是授予河南
省优秀青年集体的最高荣誉，旨在引导激励
全省青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助力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中彰显责任和担当。

2017年，省副食积极响应国家精准扶
贫的号召，联合河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率
先发起了“情暖童心 王子筑梦”爱心公益活
动。在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的扶
持下，广大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支持下，“情
暖童心 王子筑梦”爱心公益活动升级为“茅
台王子 明亮少年”，并从河南推广向了全
国。三年来，省副食累计捐款 600多万元，
让希望之光照亮了孩子们的成长路，公司广

大青年员工受到鼓舞，2018年正式成立了
茅台王子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在公司领导下，茅台王子青年志愿者服
务队积极参与各项公益活动，为脱贫攻坚、
精准扶贫贡献一份青春力量。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后，青年志愿者服务队迅速行动，提
出用助力科技驰援武汉的思路。1月31日，
省副食通过河南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向深圳
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捐赠200万元用于“火
眼”实验室建设，提升武汉及周围城市的核
酸检测能力。2月21日，省副食再次通过河
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向华大实验室捐赠
了价值26万元的医护物资。

防疫抗“疫”期间，茅台王子青年志愿者
服务队还带着公司向郑州、新乡、洛阳等地
市社区一线捐赠的价值 23.1万元的防疫物
资，不停地穿梭在上述地市运送和发放物
资，赢得了社会各界的点赞。 （杨晓辉）

省副食青年志愿者服务队获“省青年五四奖章”

5月 12日，河南省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在金星集团
召开金星啤酒专题座谈会，双方就如何提振豫菜在全国
范围内的影响力、如何全面推广河南本地特色名酒等内
容进行了深入交谈，还就双方合作进行了探讨。

金星啤酒集团副董事长张峰会上表示，38年来金星
啤酒坚持做中国最好的啤酒，始终把质量管理放在企业
发展第一位，最终向全世界证明了河南人的酿造能力，
为消费者奉献了一杯好喝的啤酒。在此，也希望能与河
南省餐饮行业全面深入合作，助力河南省2020年餐饮行
业全面复工复产、推动餐饮经济发展。 （王文艺）

金星啤酒

与省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交流座谈

日前，仰韶彩陶坊西北销售中心月度经
理会在焦作举行，仰韶营销公司总经理郝惠
锋，仰韶营销公司总经理助理、彩陶坊西北
销售中心总监高红涛出席了会议。

为期两天的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
一阶段，高红涛带领中心各分公司经理，分
组走访焦作各市场终端店，查看终端陈列，
与店家深度沟通，了解彩陶坊销售情况、业
务服务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就发现的问题展
开交流，找到解决办法。第二阶段为月度总
结会，除了常规的工作汇报之外，新增加的

“内训会”正式启动，由分公司经理各自选取
一个擅长的有关营销的专题，进行内部培训
分享。

座谈会上，高红涛说，要实现市场新突
破，必须在势能打造、渠道建设和团队管
理等方面与时俱进，避免经验主义，深耕
精细化管理。为此，他提出了“客户分级

管理、办事处统筹管理、拜访客户 8 步骤、
三个营销逻辑、势能提升办法”等可行性
建议。

汇报环节，各分公司经理围绕销售进
度、生动化陈列、势能提升、分级考核机制建
立等问题分别进行了汇报。同时，大家就如
何提升管理水平，如何激活团队竞争力、如
何提升客情关系、如何成为金牌销售员等主
题进行了分享。会上，还确定了“新思想、新
征程、新服务、新突破”的发展新主题。

在分析当前行业形势时，郝惠锋表示，
面对新的市场环境，要充分发挥办事处模
式优势、品牌优势、品质优势以及团队优
势，讲好仰韶故事。随后，郝惠锋还对彩陶
坊洞藏产品招商、运营定位等问题进行了
深度解析，给大家提出了“有使命感、有责
任感、有危机感、放大格局、统一思想”的要
求。 （黎明）

彩陶坊西北销售中心召开月度经理总结会

企业发力 专家支招

豫酒积极拥抱“新发展时期”

寿酒集团

启动“品健康寿酒·赏月季牡丹”活动
日前，河南寿酒集团第四届“品健康寿酒·赏月季牡

丹”游园活动在峪河曲酒生产基地正式启动。
活动期间，来自辉县市、新乡市及其周边的消费者，根

据预约相继来到寿酒集团峪河曲酒生产基地赏花观景。
游园的过程中，在讲解员的引领下，大家还参观了曲酒生
产车间，了解了一瓶好酒的酿造过程。此外，寿酒集团还
精心准备了现场品鉴、书法展示、抖音点赞等一系列互动
活动，游客们在欣赏月季牡丹花景观、感受三酉文化苑旖
旎风光的同时，也能品尝到家乡名酒的风采。 （徐东方）

宝丰酒业

冠名旅游专列助力家乡文旅市场
日前，为提振宝丰县文化旅游市场，在河南省文化

和旅游厅、平顶山市政府与宝丰县政府支持下，由宝丰
酒业冠名的“宝丰酒”号旅游专列，载着来自郑州等地的
近600名游客到达宝丰火车站。

此次旅游专列是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后，省内开
行的首趟宝丰—郑州旅游专列。活动期间，游客们走进
宝丰酒业，对当地六大文化之一的“宝酒文化”进行了探
访，对豫酒唯一的清香型中国名酒——宝丰酒有了更充
分的认识和了解。 （季顺涛）

日前，随着疫情趋缓，酒水消费逐渐回归正常化，皇
沟酒业积极推出营销活动布局省内市场。

据悉，该公司近日联合商丘、开封、郑州三地50家中
高端酒店，同时推出了“平安欢聚时 皇沟馥合香”免费
赠饮活动。进店消费者每桌不低于 6人的，只要拍摄含
有“名馥馥合香”产品的现场照片，配活动文字并转发朋
友圈或者抖音的，均可获赠一瓶价值398元的“名馥馥合
香”美酒，活动期间共有万瓶美酒等着消费者去参与互
动和领取。 （王栓）

皇沟酒业

推出“万瓶名馥美酒免费赠”活动

贾湖酒业

即将亮相“大象助农团”直播间
5月 15日，舞阳县副县长师艳芳将现身抖音“大象

助农团”直播间，代表舞阳县对外宣传舞阳县当地特色
企业和产品。作为参与本次活动的重点企业，师艳芳将
在直播期间向广大朋友们介绍舞阳名片——贾湖酒，并
和大家分享9000年贾湖文化和贾湖美酒的秘密。

据悉，贾湖·问道、中原味道·又见知己和中原味道·
小礼盒三款融合了贾湖文化和中原文化特色的特色产
品，将作为直播期间的明星产品重点推介，同时接受大
家的在线订购。 （苗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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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赊店老酒冲刺上市的关键
年，公司结合企业发展实际需求，对人才培
养提出了新要求、新战略：不仅要聚集人才，
更要成就人才；不仅要学习理论，更要回归
实践。

在这样的背景下，5月 10日，赊店商学
院 2020年第二期课程在赊店老酒郑州分公
司如期开讲，赊店老酒部分骨干管理人员参
加了学习培训。

据悉，第二期课程培训中，河南赊店商
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星为大家带来了
《管理模板运作过程中的内功心法》，他从赊
店老酒实际情况出发，讲述了如何认识逆
境、如何提升思维、如何强化大脑的重要性，
尤其是将解决企业合作伙伴、经销商困难作
为重点内容，进行了认真的讲解和阐述，获
得了良好的效果。

据了解，早在自2018年 9月赊店商学院

成立之初，公司便聚焦于培养高素质管理人
才队伍，通过一期期针对性较强的理论和实
践课程，为企业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促进
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收获了可喜的市场成
绩，也为豫酒发展培养了更多专业性人才。

（程龙）

赊店商学院2020年第二期课程开讲

如今，疫情阴霾逐渐淡去，地处淮滨的
五谷春酒业向广大消费者发出邀请，欢迎大
家莅临淮滨，走读淮河文化长廊，慢慢体会
来之不易的惬意时光。

据悉，淮滨被誉为“淮上江南”。位于县
城东南 15公里的东西湖景区，内有楚相公
园、中国淮河博物馆、连心桥、烟波亭、九曲
桥头园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等景点，顺
着淮河文化主题公园漫步，可以领略太白
顶、淮源碑、孙叔敖祠、管鲍祠、镇淮楼、文游
台、瘦西湖五亭桥、郑板桥书画院等汉代风
格建筑，欣赏落日余晖下的千里淮河，慢慢
感受阳光铺洒大地的温暖，呼吸大自然吐露
的芬芳。

当然，淮滨之美还有五谷春酒，它精选
当地产优质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依
托五粮液的技术优势，采用传统混蒸混烧的
老五甑方法酿造而成，浓香有韵，宛若天

成。水为酒之魂，五谷春酿酒用水来自淮河
之畔的乌龙古泉，水质莹透，甘洌如醴，经河
南省地矿厅鉴定水质为低矿化重碳酸钠优
质高硅天然矿泉水，偏硅酸含量 84.5—96.2
毫克/升，锶 0.21—0.30 毫克/升，可谓“水
好，酒更好”。

近年来，五谷春倾力研发的“金谷春”
“金谷醇”“乌龙”系列产品，畅销国内十余个
省、市、自治区，深受消费者喜爱。公司先后
荣获河南省十大名酒、中国名牌产品、巴黎
国际金奖、布鲁塞尔世界金奖等100余项国
内外知名奖项，“乌龙”商标更是被评为中国
驰名商标。

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五谷春酒业诚
邀省内消费者，踏上探访淮滨之旅，可以在
淮河之滨轻酌几杯五谷春美酒，感受“五粮
浓香绵柔”的醇香，体验“置身三分醉，弥漫
十里香”的醉美时光。 （王伟）

五谷春邀您“游淮上江南 品醉美淮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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