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宋河粮液消费者答谢会在许昌市区举行，来自市
区各终端店的600多名客户与会。

据悉，作为省内唯一的浓香型中国名酒，宋河粮液凭借
高知名度、高美誉度、高市场占有率节后再度迎来热销。在
此背景下，宋河酒业工作人员携宋河粮液旗下的宋河粮液
1988、秘藏12/16等“四大战略单品”，相继走进省内各地市
举行了多场重点客户、重点消费者答谢会，并得到大家的积
极响应。本次答谢会上，宋河酒业还为到场的客户准备了
丰富的抽奖活动，与会的600多位经销商、零售商乘兴而
来，满载而归。 （利艳）

宋河粮液消费者答谢会走进许昌

日前，赊店老酒“二代元青花·洞藏年
份酒”在郑州举行了上市发布会。

据悉，元青花·洞藏年份酒此次升级以
品质提升为核心，并已取得标志性成果，产
品上市前夕即在 2019年的全国酒类新品
的品质评定中夺得最高奖项“青酌奖”。

公司相关负责人坦言：“品质是市场的
根本驱动力，唯有以品质为基才能建立市
场良性循环。赊店老酒正在用实际行动在
品质上继续领跑豫酒，比肩全国名酒。”

为凝聚厂商力量，会上还宣布成立了
“赊店老酒郑州联合会”。 （程龙）

比肩全国名酒 全新升级品质

赊店老酒“二代元青花·洞藏年份酒”郑州上市

酒业资讯

金秋十月，第 103届糖酒商品交易会在
有“泉城”美誉的济南市举行。展会期间，
在河南省商务厅统一组织下，11家豫酒生
产企业组成河南军团领大奖、作推介、搞展
示、谈合作……积极传播了豫酒转型发展
以来的新成果、新形象，在齐鲁大地刮起一
阵“豫酒旋风”。

全国大奖，豫酒企业收获颇丰

每年糖酒会期间，也是各大领域奖项举
行颁奖盛典的重要时刻。10月 11日，首届

“中国酒业青云奖颁奖典礼”在济南举行，
仰韶酒业、宝丰酒业强势入围。其中，仰韶
酒 业 党 委 书 记 、董 事 长 侯 建 光 被 授 予

“2019～2020 年度中国酒业青云奖·年度
酿酒大师”荣誉称号。宝丰酒业董事长王
若飞被授予“年度青年榜样”荣誉称号。宝
丰·国色清香师作，荣获 2019～2020“年度
明星产品”，也是唯一一款获奖的豫酒产
品。

同 日 下 午 ，受 到 全 球 酒 业 人 关 注 的
2020 国际烈酒(中国)大奖赛(ISGC)暨国际
葡萄酒(中国)大奖赛(IWGC)颁奖典礼在济

南市举行，共有 11家豫酒生产企业的 26款
产品获奖。其中，仰韶酒业的“仰韶彩陶坊·
地利”、贾湖酒业的“富平春·F6”、蔡洪坊酒
业的“蔡洪坊融合酱香”、天明民权葡萄酒的

“天明民权健康之源干红”斩获4个本届赛事
的最高奖——大金奖；仰韶酒业、杜康控股、
皇沟酒业、寿酒集团、贾湖酒业、蔡洪坊酒
业、宝丰酒业、张弓酒业、天明民权葡萄酒等
还分别斩获12个金奖、10个银奖。

主题推介，卓越品质频获点赞

10 月 12 日，济南美丽的郎茂山下，美
酒飘香，乡音悦耳。由河南省商务厅主
办、河南省酒业协会承办的“老家河南、醉
美豫酒——河南名酒（济南）推介会”在这
里举行，仰韶酒业、五谷春酒业、皇沟酒业、
寿酒集团、宝丰酒业、蔡洪坊酒业、豫坡酒
业、天明民权葡萄酒、张弓酒业、朗陵酒业、
姚花春酒业等 11家豫酒生产企业，带着主
力产品亮相推介会。

河南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河南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费全
发，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刘员，山

东省河南商会党支部书记、联席会长于吉
涛以及 300多位客商和在鲁河南老乡应邀
与会，大家一起品豫酒、话乡情、谈合作。
费全发在致欢迎词时，诚挚地邀请在座的
客商和河南老乡，有时间到河南走走看看，
品尝品尝河南美酒，为豫酒转型发展助把
力。

主题演讲环节，11家豫酒企业的营销负
责人，分别从地理气候、生态酿造、工艺技
术、新品研发、品牌战略、营销创新等方面，
介绍了各自企业和产品的风格特点、品质个
性，受到与会客商及老乡们的点赞。于吉涛
在致辞时表示，山东省河南商会要以实际行
动，支持家乡酒业振兴和经济发展。

抱团参展，魅力豫酒香醉泉城

10 月 13 日，第 103 届糖酒商品交易会
正式开幕，由 11家豫酒生产企业组成的河
南军团，携带近百种代表产品现身山东国
际会展中心 D 馆，吸引了众多与会客商和
专业观众驻足参观和了解。

走 进 红 棕 主 色 调 的 仰 韶 酒 业 展 位 ，
7000 年的仰韶酒文化扑面而来，展位中心

巨大的彩陶坊·天时瓶子格外亮眼；五谷春
酒业展位上，金谷春·谷 30 和金谷醇·醇 9
的大幅照片分列两边，一金一红的漂亮瓶
身异常醒目；皇沟酒业展厅以帝王黄为基
调，馥合香系列产品凭借“四香合一”的产
品特质，引来了众多客商关注；寿酒集团携
新推出的中高端产品——“寿酒 1号”“酱酒
1 号”现身会场，并打出了“喝酒就要喝健
康”的主题诉求；宝丰酒业携国色清香系列
产品参会，现场鸡尾酒吸睛无数；蔡洪坊、
天明民权葡萄酒，携着 2020 国际烈酒 (中
国)大奖赛(ISGC)大赛暨国际葡萄酒(中国)
大奖赛(IWGC)大奖的影响力现身展会，同
样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豫坡酒业、朗陵酒
业，两个来自“天中”驻马店的地方名酒，凭
借“酱意浓香”和“特色罐酒”展示了各自的
独特魅力……

糖酒会期间，豫酒企业推新品、谈客
户、话友谊，臻美的产品品质以及大气时尚
的产品形象，备受与会客商青睐和点赞，通
过组团参展，充分展示了豫酒以品质赢市
场的坚定发展信心，更彰显了豫酒加快转
型发展步伐的决心。 （申明贵 朱西岭）

日前，由洛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洛
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的《黄河风情》
摄影专题展览在洛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艺
术空间举行,酒祖杜康作为洛阳文化名片
鼎力支持了此次活动。

据悉，本次展览分为风光、人文、民俗、
治黄工程、生态建设5个主题，共有80余幅
作品参展，作品内容全面展示了洛阳沿黄
地区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及湿地建设，同
时也展现了优秀的黄河文化、河洛文化。

洛阳杜康控股销售公司洛阳大区总监
谢永强在代表赞助企业致辞时表示，黄河
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华夏文明的摇
篮。河洛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杜康是一个深深植根于河洛文化的本
地品牌，生于斯，长于斯，杜康人以厚重的
河洛文明而骄傲，也深知有责任将黄河文
化和豫酒文化发扬光大。

谢永强还说，近年来洛阳杜康控股认
真落实省政府豫酒转型发展行动计划，不

急不躁、脚踏实地，以“一生酿好一瓶酒”的
工匠精神，发挥酒祖文化的力量、品质的力
量、品牌的力量，更好地担负起保护、传承、
弘扬黄河文化，推动河洛文化繁荣兴盛的
使命。

另据了解，在此之前洛阳杜康控股还
倾情助力了新丝路之约·致敬“最美逆行
人”——洛阳战“疫”文艺作品征集评选活
动颁奖典礼，用实际行动向洛阳市抗疫卫
士们致敬。 （孟振峰）

弘扬黄河文化 践行使命担当

杜康助力黄河摄影和洛阳战“疫”两大主题文化活动

茅台醇天青峰会在郑州举行
日前，由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主办、河南

省副食品有限公司承办的“金秋天青醉 豫鉴茅台醇”茅
台醇天青峰会在郑州举行。

据悉，茅台醇天青是茅台技开公司具有代表性的产
品，它取自于宋徽宗“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
诗句，天青色与简约流线型瓶身外观是其一大亮点。品
质上，茅台醇天青拥有着茅台的背书，今年更是在原有品
质基础上再次进行了大幅度提升，增添了续沙工艺，多了
一次发酵和蒸煮，使得其淡雅柔和的口感更为丰富，并且
还引领了时尚新潮流，完美诠释了“时尚+新中式”和“品
质+高颜值”的品牌理念。 （杨晓辉）

日前，“皇沟馥合香”杯第八届商丘市乒乓球
协会会员联赛落下帷幕。商丘市乒协主席魏昭
炜、商丘市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侯俊榜等嘉宾受
邀出席了闭幕式。

据悉，本次比赛共设有男子团体A组（年龄
在50岁以上的）、男子团体B组（年龄在50以下）
和女子团体三个项目。来自商丘市各县区的 60
多支乒协会员单位参与了比赛，经过两天的激烈
角逐，为商丘市民奉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乒乓球
赛盛宴，并对最终角逐出此次赛事的前八名进行
了表彰和奖励。

另据了解，近年来皇沟酒业全力打造根据地
市场，钓鱼赛、篮球赛、乒乓球赛等文体营销活动
不断，即便是在疫情的不利影响下依然没有放慢
商丘市场的营销动作。本届比赛皇沟酒业再次

“以国球为媒、以美酒会友”，既为商丘乒乓球爱
好者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切磋球技的平台，也
进一步扩大了皇沟馥合香在商丘消费者中的影
响力。

皇沟酒业营销中心总经理李元军表示，皇沟
酒业用最好的馥合香型美酒致敬商丘人民，同时
也将持续拥抱体育事业，积极推动全民健身运动
的普及，为打造更健康、更和谐的社会，贡献皇沟
人的力量。 （王栓）

“皇沟馥合香”杯

商丘乒乓球联赛落幕
2020 年，洞藏彩陶坊地利频频亮相

各大中高端活动现场，在一个个重大时刻
彰显了豫酒品质自信和品牌势能。

10 月 11 日，郑州银行“中老年健步
走”比赛在河南省体育中心举行，20多支
平均年龄在 40岁的队伍参加了比赛，各
队均装备精良，精神头十足，都希望能在
比赛中获得一个令人骄傲的成绩。

同一天，河南省陶瓷行业协会先进
女性人物表彰大会及首届女子陶艺原创
作品展在郑州艺贸国际仓举行，河南省
陶瓷协会副会长杨云超、女子分会会长
王东霞以及来自省内陶艺名家的近 50位

代表出席大会。洞藏彩陶坊地利作为宴
会指定用酒被用来招待各界宾朋。当天
的晚宴上，一位陶瓷艺术家表示，“彩陶
坊酒既体现历史悠久文明的厚重，又展
现中国白酒科技创新的魅力，初次接触
它就对有 7000 年文明的仰韶文化充满
了好奇。”

据悉，借助中国经济大发展的舞台，
洞藏彩陶坊地利酒正将陶香美酒的魅力
带给全国各地的白酒爱好者，对深化文化
交流、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均发挥了积极
作用。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好的品质和市
场美誉度，是许多高规格大型会议和活动

一致选择洞藏彩陶坊地利的重要原因。
多年来，仰韶酒业始终在一如既往地以科
技创新为内在驱动力，通过不断升级陶融
香型白酒的口感和品质，最终也实现了企
业的持续高质量发展。 （黎明）

展示产品风采 彰显品质自信

洞藏彩陶坊地利频频亮相中高端活动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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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以“真实年份 臻享品质”为主题的金沙酒业
真实年份酒发布会在济南举行。

据悉，由于长期缺乏规范的标准约束，国内白酒市
场年份酒乱象严重，直至 2019 年 3月中国酒业协会正
式颁布白酒年份酒团体标准。金沙酒业本次推出的摘
要酒真实年份 15年、金沙回沙酒真实年份 8年、金沙回
沙酒真实年份 6 年，均取得了中国酒业协会的标识认
证。发布会上，来自北京、河南、浙江和广东的总代理商
现场完成签约，总签约额超 3亿元，标志着金沙酒业的 3
款真实年份酒正式走向了市场。 （朱西岭）

金沙酒业3款真实年份酒正式发布

日前，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贾湖》在河南电视台新
闻频道《探秘天下》（历史档）栏目正式播出。

该纪录片由漯河市委宣传部牵头，漯河广播电视台
全力打造，共访问了 10多位专家学者，采集同期声将近
500分钟，拍摄画面素材 4000余分钟，收集文字材料 30
余万字，七易文稿，真实还原了贾湖文化的历史风貌，具
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推广价值。

据悉，贾湖遗址的发现被誉为中国20世纪 100项重
大考古发现之一，遗址内出土的七音骨笛及陶坛中发现
的酒，将世界音乐史与酿酒史推进至9000年前。（一真）

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贾湖》播出

宝丰酒业“双节”市场营销全面发力
“双节”期间，宝丰酒业通过品质升级、品牌传播、消

费培育、核心终端构建等一系列举措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首先是市场促销政策、活动同上阵，打响“双节”攻坚

战。“双节”前后在洛阳、开封、商丘、栾川、安阳等地推出
十余场答谢会，2万多名经销商、分销商、客户代表和4万
多名消费者代表参会；其次是品牌传播升级，受众美誉度
提升。“双节”前在郑州上线百余块地铁广告，加强了品牌
宣传，同时助力足球赛、乒乓球赛等各项赛事，以及诗词
征集等文化活动，赢得消费者的好感与认同，也有力彰显
了宝丰品牌的超高人气。 （季顺涛）

第103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举行期间，首届中国酒
业青云奖颁奖礼在济南举行，6大类共计16个奖项一一揭
晓，白金酒荣膺“中国酒业青云奖年度明星产品”。

白金酒公司总裁助理兼营运中心总经理吴鹏应邀出席
颁奖典礼，他在致辞中表示：2020年白金酒品牌价值首次
突破200亿元，达到206.85亿元，步入中国白酒30强，位列
中国白酒第29。此次获奖，是对白金酒品牌的再次肯定，也
是白金酒在品牌塑造、品类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消费
者培育等方面持续努力的结果，更是市场和消费者对白金
酒品质的高度认可。 （樊卫）

白金酒获“中国酒业青云奖”明星产品奖

魅力豫酒 香飘泉城
——“豫酒军团”绽放第103届糖酒商品交易会

“双节”期间，寿酒集团在新乡市平原商场推
出了“迎双节现场品鉴”活动。

活动现场，寿酒集团向大家重点展示了百泉
寿酒的升级产品——长寿酒，凭借优秀的酒水品
质、亲民的价格定位，使其一举成为公司的明星
产品，先后荣获“河南省十大名酒”“河南文化名
酒”等荣誉。

为了回馈消费者、活跃现场氛围，寿酒集团
还在品鉴现场开展了“开盖扫红包”活动，几乎瓶
瓶有现金红包，极大地激发了消费者的参与积极
性，现场气氛热烈。

据悉，作为新乡市第一批“老字号”企业、“豫
酒（新乡）名片”，百泉寿酒是一代代寿酒人心血
与智慧的结晶，也是豫酒代表性大单品之一。近
年来，公司进一步挖掘寿酒品牌价值，同时不断
加大营销和创新力度，推动企业加快转型发展，
为豫酒振兴贡献了力量。 （徐东方）

寿酒集团

推出双节“现场品鉴”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