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随着春节酒水消费旺季的临近，由河
南省副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副食”）优选
酒水品质特意打造的“黑金家族”系列酱酒，再次
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

据悉，省副食“黑金家族”系列酱酒首款产
品——黑金茅台王子酒，于 2016 年 9 月上市。
2019年，又同时推出了“黑金珍品茅台醇”和“黑
金精品茅台醇”。2020年 8月，“华宇黑金酱酒”
进入大众化酱酒市场；9 月，“黑金习酒窖藏
1988”盛装登场……成为驰骋酱香型白酒市场的
5匹“黑马”，省副食“黑金战略”完美落地。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作为一家有着 60多年
名酒经营历史的企业，省副食在保证酒水品质
的前提下，敢于大胆运用黑金色包装设计，并以

“黑金”作为产品前缀冠名，可谓另辟蹊径、眼
光独到，这也让该系列产品在市场上变得更有
辨识度，在消费者心中同样留下了深刻的产品
符号。

可以说，在消费者健康意识日渐增强的当
下，能够快速捕捉消费者需求，以大众消费者为
中心进行新品开发，在传统酱香酒酿造技艺基础
上，打造以柔和酱香为口感代表的“黑金系列”酱
酒，以此满足年轻消费者需求，省副食毫无疑问
再次走在了市场的最前列。 （杨晓辉）

“黑金家族”酱酒热销受关注

日前，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主
办的“2020 年河南省博士后工作座谈会
暨新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授牌仪式”在
许昌举行，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仰韶酒业”）以强大的人才队伍、靓
丽的科研成绩和骄人的营收数据，成功
跻身河南 16家新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榜
单，并且也是豫酒行业里唯一新设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的企业。

据仰韶酒业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
吸引人才、培养人才以及践行人才兴企、
科技兴企战略，早在 2015年 1月，经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准，仰韶酒业重
点打造的博士后研发基地就已开始挂牌
运行。经过近五年的快速发展，如今其
博士后研发基地已建成 1000 平方米研
发场所，并投资 2000余万元购置了先进
的仪器设备，引进了酒行业高层次科技
人才，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和技术骨干。

借助博士后研发基地平台，仰韶酒
业先后与江南大学、河南大学、郑州轻工
业大学、中国酒业协会等高校、科研机构
深度合作，先后解决了制曲、窖池、工艺、

酒体设计等一系列技术难题，独创了“九
粮四陶，多香融合”的酿造工艺，酿出了
兼具“醹、雅、融”风格的陶融型白酒，构
建了一套完整的陶融型白酒制曲工艺体
系、陶融型白酒发酵工艺体系、陶融型白
酒后处理工艺体系和陶融型白酒风味评
价体系。

截至目前，仰韶酒业共培养博士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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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国家级评委 5人、省级评委 11人，展现
出了豫酒振兴的仰韶力量。 （黎明）

智库建设 再获突破

仰韶酒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正式获批

酒海观澜

□王鹏

豫酒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杜康主要从
“品质提升、品牌塑造和营销创新”三大方
面开展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新
年新征程，2021 年也是杜康“三年规划”
的第二年，杜康将围绕“提品牌 夯基础
稳增长”的战略目标，实施一系列有力措
施，加快高质量发展，推动杜康全面复兴。

加大基础投入 加强“三化”建设

一是坚守以品质为核心的工匠精神，
实行“生产标准化、技术创新化、原酒储备
强制化”三化建设，持续提升产品品质。

二是加强对生产、研发系统的持续投
入，对供应链的改造；加大原酒酿造、储
存；加强对窖池的修复；加大数字化建设
投入。

三是加强与江南大学、河南科技大学
等高校、科研机构以及赖登燡等全国知名

白酒大师的交流合作，对历史上形成的杜
康传统工艺进行继承和发扬，挖掘特有的
酒体基因，在保持杜康独特风格的前提下
加速工艺改造和技术创新。

加大宣传投入 强化品牌塑造

通过“大媒体 大广告”聚焦资源投入，
加大广告传播度和覆盖面。具体来说，要
持续加大公交候车厅、高速大牌、户外广
告、纸媒广告等传统媒体宣传力度，同时紧
跟趋势，加强对抖音、今日头条等新媒体矩
阵的投放和布局。

通过“大事件 大活动”匹配热点事件
推广，2021 年将积极参与省内外各种文
化、体育、贸易盛会，展示杜康品牌形象。

通过深入挖掘杜康文化，传承酿酒历
史，讲好杜康故事。2021年还将持续推动
以“拜酒祖 品杜康 鉴匠心”为主题的“酒
厂体验游”，进一步推动酒祖文化的推广和
传播。

创新营销模式 强化市场建设

2021年重点是做好郑州、洛阳市场直
营模式的落地，同时在有条件的市场适时
扩大直营区域，加强终端建设和客户管控；
建设十余个杜康品鉴馆，强化与客户、消费
者的品质沟通。

紧跟营销趋势，配备专业团队，运用互
联网+做好电商平台和抖音直播，积极拓
展营销新渠道。同时，走进知名企业，通过
异业合作深入开展杜康文化行活动。

围绕消费者做深做透“一节两会三宴”
主题活动，架好与消费者沟通的桥梁，传递
杜康美酒文化，助力豫酒转型发展。

强化人才培养 夯实发展基础

继续发挥“杜康商学院”后备营销人才
培养基地的作用，通过专业课程培训、沙盘
模拟训练、市场实地调研、会议培训学习，
培养一批优秀的营销人才，力争使核心市

场营销团队和全省营销人员的规模得到进
一步加强。

以设立杜康酿酒大师工作室为依托
提升产品品质，以培育酿酒师、品酒师为
重点，建立员工培训制度，定期开展技能
培训、竞赛、考核，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
能力和水平。每年有计划地从江南大
学、河南科技大学等知名高校招聘酿酒
专业大学毕业生到企业工作，并与这些
高校开展定向、订单培养，进一步重视对
年轻人的招聘、培养、扶持，加强后备人
才梯队建设。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新的征程已经
开启，新的一年，杜康将围绕市场占有率、
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共同推进，促
进杜康转型升级，在豫酒振兴的道路上砥
砺前行，为豫酒乃至中国酒业繁荣与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系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司总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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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明民权入选“年度葡萄酒十大品牌”
日前，“2020年度葡萄酒十大品牌”网络投票评选榜

单出炉，天明民权葡萄酒旗下的“民权”牌葡萄酒以
2328066票荣获第一名，“河南红”牌葡萄酒以 2263868
票荣获第二名。

据悉，“2020年度葡萄酒十大品牌”网络投票评选活
动 2020年 11月 13日启动，2020年 12月 28日截止，共
计有 60个国产葡萄酒品牌参与，倍受行业瞩目，荣获第
一名的品牌还将获得CCTV央视广告宣传。 (田宇)

日前，第二届“‘坚守匠心 创新出彩’最美豫酒工
匠”“最美豫酒酒商”推评活动投票系统，在河南日报客
户端“豫酒”频道正式上线，截至目前已有近百万人次登
录投票系统，为自己喜欢的豫酒人投出了神圣一票。

据悉，本届推评活动由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支持，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广播电
视台联合主办，活动旨在评选一批在平凡岗位干出不平
凡业绩的“最美豫酒人”，在豫酒行业中进一步营造爱
岗、敬业、创新、奉献的积极氛围，让“执着、坚守、追求极
致”的“工匠精神”在行业内得到发扬和传承。活动于
2020年 12月 15日正式启动，得到豫酒骨干企业和重点
豫酒流通企业积极响应，短短几天时间即收到近百份报
名材料，经过所在企业、当地工信和商务部门推荐以及
初审专家组的审核，最终25名奋战在豫酒转型发展一线
的豫酒人和 17家在销售豫酒以及助推豫酒转型发展方
面取得了突出成绩的豫酒大商成功获得了报名资格。

据了解，投票结束后，25名初选合格的豫酒人和 17
家豫酒酒业大商，还将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接受终审专
家组的综合评定和打分，并向最后的“最美”荣誉发起冲
刺。 （朱西岭）

谁是“最美”？请您助力！
——“最美豫酒人”推评活动投票进行中

酒业资讯

近日，郑州富力万达文华酒店举办新
年亮灯仪式，赊店元青花·洞藏年份酒作
为唯一指定用酒现身仪式现场，并赢得
300多位河南商界嘉宾的肯定和点赞。

“辞旧迎新日，好酒敬冬神”，郑州富
力万达文华酒店总经理李红在致辞时表
示，赊店元青花·洞藏年份酒作为豫酒品
质典范，担纲本次活动的指定用酒可谓实
至名归，其“醇厚不烈洞藏柔”的独特品质
背后，是传承千年的酿酒技艺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沿用数百年的明清古窖池，更是
14米深山体洞藏的独家工艺。这些深藏
于品质背后的文化基因与万达文化酒店

尊重传统、尊重匠心的初心不谋而合。
据悉，在大师技艺、明清古窖、山体洞

藏的加持下，赊店元青花·洞藏年份酒极
具特色的“醇厚不烈洞藏柔”品质特点，正
被越来越多消费者视为一杯好酒的标
准。自2018年上市至今，不到3年的时间
里，赊店元青花·洞藏年份酒先后获得“中
国白酒感官质量奖”、“中国白酒酒体设计
奖”（全国浓香型白酒第三名）、中国酒类
新品最高奖“青酌奖”等行业重磅荣誉，在
市场上和行业中获得了双重认可，成为豫
酒品质典范。

（熊成强）

品质豫酒 祈福新年

赊店牵手万达文华酒店举办新年亮灯仪式

元旦前夕，由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杜康控股”）冠名的“杜康之
夜”2021洛阳新年音乐会在洛阳歌剧院举
行，音乐会旨在歌颂抗疫精神、礼赞美好
时代，共同迎接2021年的到来。

据悉，音乐会由洛阳市委宣传部、洛
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联合主办，通过主
题突出、格调高雅的文艺演出营造欢乐祥
和、积极进取的发展氛围。演出中，男声
独唱《把一切献给党》歌声嘹亮、振奋人
心。诗朗诵《爱在天际流》慷慨激昂，表现
了洛阳市广大干部群众战胜疫情的坚定

信心和感人事迹。小提琴演奏家白亮演
奏的《亲爱的，我想你》《风暴》以充满想象
力的旋律令人为之陶醉。洛阳少年儿童
乐队带来的《梁祝片段》《野蜂飞舞》《四小
天鹅》等表演给全场观众带来了惊喜。著
名钢琴演奏家元杰演绎的钢琴协奏曲《黄
河》情感激越、大气磅礴，把黄河儿女的英
雄气概表达得淋漓尽致，也展现出洛阳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奋勇
争先的时代担当。

洛阳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既
有十三朝古都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深厚的

文化底蕴，同时也是中华酒文明的发源
地。杜康在此地得出“三蒸三酿、五齐六
法”的酿酒法。作为此次活动的承办方，
杜康控股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酒祖杜康文
化的新风貌。尤其是近年来，杜康控股一
直在积极助力洛阳乃至全省经济、教育、
公益、文化等社会活动。未来，杜康控股
还将依托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和杜康五
千年酿酒文明，进一步夯实杜康作为洛阳
传统酒文化引领者的品牌形象，让更多人
品尝到酒祖杜康的历久弥香。

（孟振峰）

歌颂抗疫精神 礼赞美好时代

杜康控股冠名2021洛阳新年音乐会

日前，全国工商联对在抗疫中表现突出的国内民营企
业进行了表彰，宝丰酒业被授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民
营企业”荣誉称号。

据悉，疫情发生后宝丰酒业先后向南阳、鲁山、宝丰、平
顶山、郏县等地，捐献救护车、口罩、核酸检测试剂、消毒液、
医用酒精等价值300余万元防疫物资和善款，并为1000余
名商业合作伙伴及时送去防疫物资，助力其复工复产，以实
际行动为社会经济的“重启”贡献了力量。 （南亚辉）

宝丰酒业获全国工商联表彰

1月 1日，庆元旦·迎新春 2021年辉县市“豫辉投资
杯”百泉春乒乓球邀请赛在百泉春乒乓球俱乐部开赛。

据悉，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最终河南寿酒集团斩
获成年男子团体组、成年女子团体组两项冠军，小初中
女子组、初高中男子组和小学男子组的冠军分别由张严
月、马家鸣、赵彬宇获得。辉县市委常委、副市长杜晓
田，新乡市乒协主席、河南寿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
明新等分别为获奖单位和选手颁奖。 (徐东方)

迎新春百泉春乒乓球邀请赛举办

日前，宋河酒业相继走进中国人寿周口公司、周口
隆达发电有限公司，推出“国字宋河进名企”活动，以美
酒为媒在不同行业间搭起了交流合作的桥梁。

座谈会上，宋河酒业副总经理、国字宋河品牌运营
中心总经理刘浩，分别向两家企业介绍了企业概况、发
展历程和国字宋河的品牌使命及运营规划。刘浩表示，
宋河是周口市土生土长的中国名酒，未来将继续以国字
宋河为载体，积极参与和助力地方经济建设。（高利艳）

“国字宋河进名企”搭建异业合作桥梁

日前，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酒业协会、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中国财贸轻纺烟草
工会共同主办的第四届全国白酒品酒职业技能
竞赛决赛在广州举行。

据悉，皇沟酒业参赛的张军、李丽、孙加强、
王娟四位选手，脱颖而出，全部考取成为国家级
白酒评委。至此，皇沟酒业现有国家级白酒评委
7名、河南省白酒评委 11名，各类高级职称技术
人才23名，中级职称技术人才61名，各类专业技
能人才100多名，形成了完善的人才梯队，有力推
动了酿酒微生物研究应用、曲酒酿造、白酒品评
勾调等方面的技术提升和创新发展。 （路珺）

皇沟酒业

4人考取国家级白酒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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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20助力安徽卫视《2020国剧盛典》
2021年 1月1日晚7时30分，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古20独家冠名的安徽卫视《2020国剧盛典》精彩揭幕。
据悉，盛典开始后，周涛、郭德纲、周群、余声 4名主

持人，全面盘点了 2020年播出的优秀国产电视剧，并向
礼赞人民、礼赞时代的精品国剧致敬。据了解，这也是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2次冠名该盛典。在此之前，古井
贡酒相继推出了年份原浆“年三十”和古 20牛年生肖版
等产品，礼献2021，为美好生活干杯。 (沐麟)

赊店老酒14米深的山体洞藏酒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