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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建光

2020年以来，乘着省政府豫酒转型发
展的东风，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
导小组的大力支持下，仰韶酒业深入挖掘仰
韶文化、黄河文化，以文化赋能企业创新发
展取得明显成效，在疫情影响和行业高度竞
争下依然保持了30%的发展增速，为豫酒转
型和高质量发展贡献了仰韶力量。

具体来说，仰韶酒业主要围绕以下几
方面展开了部署和工作——

深耕市场 发展提速

进入 2020年，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
利影响，仰韶人快速反应，从制度、培训、
渠道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变革和应对，如通
过苦练内功加快数字化转型；确立“调结
构、挺价格、强品牌、抓管理、提单产、重保
障、促销量”的 21字营销方针；强化制度、

队伍建设，新成立了“彩陶坊高推中心”；
强化培训，启动“头雁计划”定期对企业一
线中层进行系统专业培训；将高端旗舰产
品彩陶坊天时酒进行全省布局，打造新的
增长极……2020年上半年，公司克服重重
困难营收实现 20%以上的增长。

进入下半年，郑州中心、西北中心、华
东中心、天宝中心、高推中心“五大中心”，
通过联谊会、高端品鉴会等体验营销的创
新“打法”，围绕消费者培育、品牌沟通和核
心客户，对重点区域实施精准持续深耕，先
后精心谋划、实施了 200余场市场营销活
动，覆盖和影响了近 5万名终端经销商，营
收再次大幅上扬。

科研助力 提升品质

过去十多年来，仰韶酒业大胆探索，在
原有酿造工艺基础上，把单粮改为九粮，反
复优化陶池发酵、陶甑蒸酒等生产环节，巧

妙融合仰韶文化的特征（陶制器具），充分
强化微生物技术运用，最终确立了“九粮四
陶、多香融合”的陶融型新工艺以及“雅、
醹、融”的独特酒体风格，并在此基础上成
功打造出彩陶坊系列大单品。

去年以来，为了深入践行品质战略，公
司还把 2019年作为品质科研提升年。在
这一年里，公司完成了国家级“CNAS实验
室”资质认证，组建起以博士后研发基地为
核心，以省级技术中心、“CNAS实验室”、
酒体设计中心等为配套的科研体系，先后
培养出博士后 4人、硕士研究生 5人、高级
工程师2人、工程师10人、高级技师和技师
共76人，新增国家评委5人、省评委11人，
为下一步品质提升、产能提高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撑，也有力助推了企业的快速发展。

强化传播 赋能品牌

作为仰韶文化的传承者，仰韶酒业始

终致力于把白酒打造成一种文化产品，并
通过各种方式、方法不断加大对文化、品
牌的传播。比如，持续强化对彩陶坊地利
洞藏新品的宣传、推广，逐步提升彩陶坊
地利品系的品牌高度；以新媒体为载体，
充分利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多角度、
全方位地讲好仰韶故事。

此外，近两年来，随着产品、品牌影响
力逐步增强，公司接连斩获各种荣誉 40
余项，包括“河南老字号”“第四批国家绿
色工厂”“世界美酒特色产区”“农业产业
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中国酒业·青云
奖”“2020 ISGC 国际烈酒（中国）大奖
赛·大金奖”“2019 年度青酌奖”等多个国
家级重要奖项，这些荣誉的获得也给仰韶
品牌赋予了新的内容，有力提升了产品和
品牌形象，为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作者系河南仰韶酒业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交流文化 推介产品

杜康文化推介研讨会在兰考县举行

近日，由中国酒业协会主办的第15届
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暨 2019 年度“青酌
奖”酒类新品颁奖盛典在泸州举行。赊店
老酒“元青花·洞藏年份10”二代产品斩获
白酒行业酒类新品最高奖项“青酌奖”，为
豫酒再添荣光。

据悉，作为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的品
牌活动之一，“青酌奖”是业内公认的最严
苛、最专业的酒类产品评选活动，其评选标
准最注重的是产品品质。元青花·洞藏年
份酒能够斩获本年度酒类新品“青酌奖”，
不仅是对其品质升级的嘉奖，也是对赊店

老酒坚守品质、匠心酿酒的再一次肯定。
元青花·洞藏年份酒由河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陈新建大师亲手把控，在
明清古窖池中酿出醇厚基酒，而后放入14
米深的山体洞藏基地中，“恒温恒湿，去烈
存柔”，最终成就了“醇厚不烈洞藏柔”品质
和口感，这一独特口感近年来在行业与市
场中获得了普遍认可。升级后的“元青花·
洞藏年份10”二代新品，更是在原有品质基
础上再次进行锻造和打磨，品质更上一层
楼，因此也就有了本次“青酌奖”荣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山九仞，岂

一日之功。拥有着一流品质和口感的元青
花·洞藏年份酒，近年来已在多个国家级赛
事上斩获荣誉：2018年，荣获有“白酒界奥
斯卡”之称的“中国白酒国家评委感官质量
奖”；2019年，以全国浓香型白酒第三名的
成绩获得“中国白酒酒体设计奖”……由此
成为当之无愧的豫酒品质典范。

据公司负责人表示，未来赊店老酒将
继续以产品创新为核心，保持企业的发展
活力，以优质产品回馈市场和消费者，并以
品质为基础引领豫酒转型发展。

（熊成强）

品质升级 再获肯定

赊店老酒“元青花·洞藏年份10”荣获“青酌奖”

做强品牌 为豫酒振兴贡献仰韶力量

贵州金沙酒业摘要酒郑州推介会举行
11月 8日，由贵州金沙酒业指导，河南文萃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文萃实业”）主办的贵州金沙酒业·摘
要酒推介会在郑州举行。

文萃实业总经理王海林在致辞时说，文萃实业是摘
要酒郑州地区的运营商，未来希望通过努力能为“百亿
金沙”战略贡献力量。另据金沙酒业华中区域河南大区
部长张帆介绍，摘要酒为金沙酒业旗下的高端品牌，今
年的第十二届“华樽杯”评选中，摘要酒品牌价值高达
243.29亿元，成为贵州高端酱酒中的“黑马”。（郭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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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仰韶彩陶坊渑池县百名学子助
学公益活动第二期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渑
池高级中学举行。

仰韶酒业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郭富
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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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陶坊西北销售
中心三门峡分公司经理邹慧萍等出席了
活动。

据郭富祥介绍，2019年仰韶酒业在渑
池县正式启动了百名学子爱心助学活动，
对 100 名品学兼优的当地高中学子进行
资助，每人每年 2000元，帮助他们顺利完
成学业，今年是第二年。他还表示，此次

“党建光芒·点亮希望”渑池县爱心助学活
动，是传递社会正能量、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体现，是对 7000 年仰韶文化
的传承与接力。

活动得到了渑池县各相关部门及社
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大家纷纷发言对仰韶
酒业心怀家乡、关爱青少年成长的善举给
予高度赞扬。

渑池高级中学校长周文卿介绍了学
校近年来的教学情况和成果，并对企业无
私捐助该校学子表示感谢。他同时寄语
受助学子，要好好学习回报大家的关爱。

渑池县工商联副主席张爱军则表示，

仰韶酒业是渑池广大民营企业中的杰出
代表，为渑池乃至全市、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做强做大企业的同
时，还不忘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捐资助学、
助力脱贫攻坚，用实际行动承担社会责
任，非常值得大家学习。

渑池县副县级干部姬宪伟最后作总
结致辞，他表示：近年来，渑池县委、县政
府高度重视教育扶贫工作，仰韶酒业的爱
心助学活动，为困难学生解了燃眉之急，
也充分表达了对青少年成长的关心和厚
爱，对助力渑池县打赢脱贫攻坚战同样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黎明）

爱心助学 情系桑梓

仰韶酒业向100名家乡学子发放助学金

11月 5日，为期15天的“皇沟馥合香”杯开
封市第四届市直机关篮球联赛在开封市青少年
活动中心落幕。

最终，开封市水利局代表队获得本次联赛
的冠军，河南医药健康技师学院代表队获得亚
军，开封市教体局代表队获得季军；开封市人社
局代表队、开封市住建局代表队、开封市卫健委
代表队、开封市财政局代表队分获第四、五、六、
七名。

据悉，本次比赛共有28支开封市直机关干
部职工队伍参加，500多名队员进行了长达半
个月的连续性比拼，吸引了社会各界篮球好者
前往观赛，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比赛让现场观众
拍手叫绝。与此同时，通过“以球会友”，皇沟酒
业进一步提升了在开封的品牌影响力。

公司负责人表示，未来皇沟酒业还会进一
步支持和推动开封人民的全民健身运动，同时
用最好的馥合香型美酒致敬开封人民，致敬更
多皇沟御酒爱好者。 （王栓）

“皇沟馥合香”杯

开封市直机关篮球联赛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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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21届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奖赛在
布鲁塞尔颁奖，贾湖酒业的45°富平春·华贵，凭借过硬
的品质脱颖而出，获得大奖赛最高奖——大金牌奖。

据悉，45°富平春·华贵是贾湖酒业集团旗下热销
的商务用酒，由中国酒业协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双料
国家级评委王永亮亲自把控，凝五谷酿造之精华，以百
年木海为沉淀，酒体丰满、协调，并形成了窖香浓郁、绵
甜净爽、回味悠长的风格，是不可多得的匠心之作，上市
后赢得了省内消费者的一致好评。 （苗一真）

贾湖酒业喜获国际烈性酒大奖赛最高奖

11月8日下午，以“感恩同行、不负期待”为主题的宝丰
酒业郑州市场助商答谢联谊会在郑州举行。宝丰酒业副总
经理许英杰，宝丰酒业销售公司总经理张伟皓及郑州市重
点经销商、核心终端客户400余人与会。

会上，张伟皓从社会环境变化、行业发展变化、消费变
革趋势角度，阐述了宝丰酒业的发展机遇及方向。他同时
还表示，未来宝丰酒业将继续坚守清香，对内完善产品布
局，对外提升品牌价值，通过持续拓展渠道、创新营销，与各
位伙伴合力共赢，再创新成绩。 （南亚辉）

宝丰酒业举行郑州市场助商答谢会

11月 6日，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福建省农业
农村厅主办的第21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在厦门开幕，
豫坡酒业作为豫酒代表受邀参展。

据悉，豫坡酒业此次参展的产品有酱意浓香天之基
系列 T3、T6、T9以及代表绿色生态酿造的地之基新产
品，展会期间得到与会客商们的青睐与支持。据悉，豫
坡酒业始终注重产品品质与安全，已连续27年获得绿色
产品称号，为消费者酿造和提供了优质放心的白酒产
品，成为“醉美中原”的一张亮丽名片。 （徐登科）

豫坡酒业亮相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

11 月 5 日，“豫酒文化行”第二站推广活动走进许
昌市，700多位来自省内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和省内
企业、重点酒企、经销商、媒体代表参加了活动。同期启
动的还有“彩陶坊天时·名家讲坛”活动。

据悉，“豫酒文化行”由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特别支持，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广播电
视台主办，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承办，此前的10月 23
日在三门峡市举行了首站活动。本次许昌站活动，豫酒十
强企业再次携带主流产品参与了现场展示。作为承办方，
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还在会上进行了产品推介。

会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魏兴
涛围绕仰韶文化的挖掘和发展作了主题演讲。“彩陶坊
天时·名家讲坛”环节，受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邀请，
著名军事专家罗援莅临现场为豫酒振兴鼓与呼。演讲
中，罗援还围绕当下的军事热点、焦点以及世界政治格
局等话题，为与会嘉宾送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专题讲座，把活动氛围推向了高潮。 （孙峰）

曹魏故都 豫酒飘香
——“豫酒文化行”许昌站成功举办

酒业资讯

水井坊第三季度营收利润双增长
日前，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井

坊”）发布2020年前三季度业绩报告。
报告显示，前三季度水井坊营收19.46亿元，同比下

降26.58%；净利润5.02亿元，同比下降21.49%。进入第
三季度开始全面反弹，主营业务收入 11.41 亿元，相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8.86%；单季净利润 3.99 亿元，相比
2019年同期增长 33.09%。由此可以看出，水井坊正逐
步摆脱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回归正常状态，为第四季度
的旺季销售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朱西岭）

11月 2日，五谷春酒业组织信阳市“乌龙”
酒产品客户来厂里参观学习，并和大家进行了
座谈交流。

公司董事长郑伟在座谈时表示：“‘乌龙’酒
作为五谷春酒业旗下战略产品，在信阳地区有
广泛的市场基础，我们厂商要携手共进，坚定信
心，重塑‘乌龙’品牌文化，再造品牌发展动力引
擎。”

据悉，“乌龙”品牌主要有乌龙特曲·珍品、
乌龙老窖、乌龙品鉴等，其中以乌龙特曲·珍品
为典型代表，该产品窖香馥郁、入口爽净、尾净
怡畅。作为中国著名商标，“乌龙”酒以往销售
成绩非凡，其中的乌龙特曲·珍品在淮滨县曾创
下一年 1个亿的销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乌
龙大曲、乌龙特曲畅销整个豫南地区。

进入 2019年，公司确立了“1+2”核心品牌
战略，“乌龙”品牌是五谷春酒业战略发展的重
要一环。去年，乌龙老窖在信阳各乡镇持续开
展了30多场路演活动，通过与消费者面对面互
动，得到了消费者的一致好评，“乌龙”酒产品逐
渐步入平稳动销阶段。

近期，“乌龙”新品即将走上市场，“乌龙”品
牌也将进行更深层次的变革，未来要在100元、
200元、300元价位段形成大单品，力争做河南
省中档价位最好的浓香型白酒。 （王伟）

五谷春酒业

“乌龙”品牌新品即将上市

日前，由洛阳市工商联、汝阳县政协
牵头，洛阳杜康控股承办的兰考行·杜康
文化推介研讨会在兰考县举行。

会上，杜康控股销售公司总经理
肖志雄向与会嘉宾介绍了杜康品牌
的历史和近来的主要工作。他表示，
汝阳县和兰考县同为文化大县，汝阳
是中国白酒发源地，兰考是焦裕禄精
神的发源地。焦裕禄同志“敢教日月
换新天”的奋斗精神，也是公司上下
凝聚多方力量、复兴杜康品牌的强大
精神源泉。

杜康控股销售公司产品经理杜旭
晨向大家推介了酒祖杜康小封坛，该产
品是杜康控股发力高端白酒市场的拓
局之作，其原酒选用汝阳当地优质玄武
古泉水，遵循古法在桑泥古窖中精心酿
制，后又经国家级白酒大师悉心调制，
在地窖中 5年坛藏，每一坛都堪称高端
豫酒典范。

随后的座谈交流会上，与会嘉宾从
讲好酒祖故事到营销策略，给杜康控股
提出不少宝贵意见，并祝愿酒祖杜康在
兰考市场发展再上新台阶。 （孟振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