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赊店老酒在郑州举办了为期四
天的“携手前行，财富共赢——赊店老酒
（郑州）合作伙伴年会”，近2000名各界嘉
宾共同见证了席卷郑州的这场“赊店”风
暴，见证了赊店老酒对合作伙伴的感恩回
馈，也见证了赊店老酒郑州市场销售突破
1个亿的高光时刻。

作为省会市场，郑州一直以来都是白
酒企业的必争之地，也是赊店老酒 2020
年集中优势力量重点开拓、志在必得的市
场。近年来，赊店老酒在郑州市场建设上
做了大量工作，在提升产品品质、扩大品
牌宣传、提高市场服务等方面下足了功
夫，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近几年来，赊店老酒的主力产品——

元青花·洞藏年份酒先后拿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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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酌奖”以及白酒核心产区“地域标志产品”
等行业重磅荣誉，赢得了市场和行业的双
重认可，成为豫酒品质典范。进入 2021
年，赊店·名莊更是赢得开门红，一举斩获

“中国白酒酒体设计奖”，综合排名位列中
国白酒品质评比第二名，再次为豫酒争得
荣光。

品质是企业的生命，也是企业长久
发展的根基，赊店老酒在数千年的历史
长河中能够流传至今、长盛不衰，离不开
对品质的传承与坚守。尤其是近年来，
为不断提升原酒品质，赊店老酒技术“梦

之队”不断取得创新和突破。采取全新
思维模式探索出独特的生产工艺组合，
在全国白酒行业中率先发明了冷冻除浊
工艺，成功地实现了除浊、精滤一次成型
的工艺创新，减少传统工艺对高档白酒
的风味影响，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风味物
质，使得成品酒品质更加完美，以至于在
全国白酒品质评比中屡获大奖，这也再
次印证了赊店老酒敢为人先的技术创新
精神，最终也使得他们能够以卓越的品
质跻身中国名酒行列。

公司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赊店老酒将
以品质决胜郑州、决胜中原、决胜全国，创
造2021年新的市场业绩。

（熊成强）

携手前行 财富共赢

赊店老酒（郑州）合作伙伴系列年会举行

酒海观澜

□高全友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皇沟酒业及时调整工作布局，精心研
判、精准施策，按照“抓学习，创模式，建标
准，调结构，塑品牌，提效能”的方针，通过
强化管理、调整产品结构、创新营销模式、
加大品牌宣传、推行标准化工作机制等，最
终夺取疫情防控和企业发展的双胜利。

2021年，我们将保持加速发展的总基
调，把“创新、转型、跨越、营销、安全、党建”
六个关键词贯穿发展始终，并将从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部署和落实。

持续创新 加快转型

一是坚守匠心精神，坚定品质优先，坚
持传统与创新相结合，在纯粮酿造生产工艺
上，不断完善工艺创新、技术创新，使皇沟的
浓香和馥合香两大香型各有特色，突出卖

点。二是加大品牌建设创新力度，立足皇沟
酒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酿酒工艺，充分展示
皇沟酒质量的独特性和香型品类的稀缺性。

转型发展方面，2020年相继导入了外
勤365管理数字化和一物一码产品数字化
工程。一是要加快数字化建设，彻底解决
企业内部效率问题，持续提升市场反应能
力；二是要深化市场化改革，提高营销数字
化管理能力，强化渠道体系规划和团队建
设，提升服务能力，构建圈层营销体系，推
进战区网格化管理。

抓好项目 跨越发展

作为河南省白酒转型发展的重点项
目，皇沟工业园项目是皇沟酒业实现“二次
创业”的核心内容之一。我们坚持跨越式
发展思路，以打造“一镇一园”为目标，高标
准规划设计皇沟工业园，同时突出特色，充
分体现“酒文化与酿造生态文化、厂区功能

与主体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相结合”的理念，
采用原酒酿造蒸馏、成品灌装、储酒勾调、
仓储物流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先进设备，以
及各工艺环节的标准化和质量检测及食品
质量安全信息可追溯等，实现绿色制造，使
其成为白酒行业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的
示范企业、全国4A级工业旅游企业。

积极营销 务实重干

市场营销方面，新的一年在确保根据
地市场稳中有升的前提下，重点布局开
封、周口、焦作、洛阳等地市场，打造郑州
高端消费圈层。在永城和商丘打造县乡
村三级分销网络，全价位段、全渠道覆盖，
打造“万家灯火”工程，通过一万多家终端
建设，力争实现销售无盲点；郑州市场，聚
焦中高端消费人群，持续做好高端圈层活
动，重点在团购渠道上实现突破；外埠市
场则以馥合香体验店模式为平台，终端形

象店打造为承接，围绕中高端产品持续做
消费者培育。

党建引领 阔步前行

持续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进一步加强和夯
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基础，促进党建工作与
企业发展的高度融合，充分发挥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不断开
创党建工作新局面；紧紧围绕加快皇沟发
展这个中心，创新党建工作思路，探索有效
的党建工作方式，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
统，认真落实党内生活制度，使党员干部在
思想上团结一致，行动上步调合拍，协调配
合，形成合力。推动企业党建与经济建设
良性互动，推动企业健康、稳定、快速发展，
向着“百年强企”的目标阔步前行。

（作者系河南皇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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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
业委员会传来消息，由河南仰韶酒业有
限公司送评的 53度彩陶坊天时酒成功跻
身“2020 年白酒评委年会产品鉴评”榜
单，斩获“中国白酒酒体设计奖”。这是
继 2020年彩陶坊天时斩获“青酌奖”后，
仰韶再次获得的中国酒业顶级荣誉。

据了解，“中国白酒酒体设计奖”，每
年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
组织评选，全国规模以上白酒企业参与
角逐。能够获得“中国白酒酒体设计
奖”，是对仰韶酒业酒体设计技术的充分

肯定，也彰显了其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以产品升级、品牌升级为主

的升级转型，一直是仰韶酒业促进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抓手。为了跻身高端市场，仰
韶酒业产品线实现了惊艳“裂变”——
2018年 8月，由老款经典彩陶坊天时“裂
变”的“彩陶坊天时日、月、星”在郑州上
市，完善了大单品彩陶坊的产品线。

未来几年，仰韶酒业将以斩获“中国
白酒酒体设计奖”为契机，让“成大事，应
天时”的品牌主张更加深入人心，让“彩
陶风”刮向全国市场。 （黎明）

品质引领 彰显实力

彩陶坊天时酒斩获“中国白酒酒体设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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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经过4天的公示，由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特别支持，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和河南
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第二届“最美豫酒工匠”“最美豫酒酒
商”推评活动最终获奖名单正式出炉——

“最美豫酒工匠”获奖名单：樊建辉、韩泽礼、陈新
建、丁琳、贾作斌、徐元利、武小岭、张军、张建会、胡泽
林、王俊坤、张治刚、王永华、于华伟、陈黄曌、裴全洲。

“最美豫酒酒商”获奖名单：酒便利、省副食、商丘博联
商贸、金辉名酒货仓、永城卓越商贸、酒林商贸、洛阳博森
酒业、郑州意心合商贸、淮滨瀚星商贸、新乡龙润食品。

根据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要求，接下来将择机举办颁奖典礼，敬请期待！ （西岭）

公示结束“最美”出炉
——第二届“最美豫酒人”获奖名单公布

酒业资讯

春节临近，白酒也迎来一年中最大的销量旺
季。五谷春酒业营销人员全员上阵，积极开展年
末动销工作。

据了解，信阳区域的表现尤为抢眼。各县区
全面开展动销工作，市场部将精品酒柜、万年历、
灯笼、茶水杯、分酒器等促销物料快速投放到各
地市场，以配合促销活动。各县区动销工作以淮
滨县、潢川县、息县最为踊跃，这三个地区在营销
人员和经销商的共同努力下，市场形势一片向
好，“金谷春”谷系列产品销售尤为火爆。另外，
罗山县、固始县等地也在稳步推进商超渠道地堆
活动。

品质、品牌、市场，是五谷春酒业发展的首要
动力。五谷春酒业坚持品质引领、品牌驱动，不
断强化市场运营，而信阳八县两区核心市场对于
五谷春酒业的发展最为重要。

五谷春酒业副董事长黄蔺要求营销人员要
切实落实公司市场营销策略，充分挖掘渠道潜
力、为经销商做好服务，让经销商在白酒销量旺
季中抢抓机遇。只有经销商发展壮大，五谷春酒
业的销售规模和市场占有率才能更快提升，实现
厂商共赢。 （王伟）

五谷春酒业

“新春动销”火热开启

日前，酒祖杜康小封坛携手豫副酒
源、金辉云酒货仓两大知名酒类流通大
商，在郑州连续举行了两场“时光盛宴”品
鉴会，活动诚邀社会各界共品小封坛的高
端品质，感悟杜康人的匠心与情怀！

活动开始后，随着定制舞蹈“前世今
生·酒祖杜康小封坛”惟妙惟肖的演绎，品
鉴会正式拉开序幕。“五千年醇香不改，一
脉传洛阳杜康”，杜康人始终坚持“一生酿
好一坛酒”，通过有形的舞蹈刻画出小封
坛三年蝶变的一路历程。

豫副酒源总经理李莉在致辞中说：

“杜康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五千年
的品牌积淀，近年来的砥砺奋进更是给人
留下深刻印象，通过不断打磨产品品质，
用心做好消费者建设，推出了高端豫酒典
范——酒祖杜康小封坛，这款酒饱含了杜
康人的匠心和情怀，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认可，豫副酒源愿携手杜康借助新年的
第一场盛宴开启新征程，创造新辉煌。”

金辉云酒货仓创始人兼董事长池金
清在致辞中分享了公司的发展历程，他表
示，未来的白酒消费趋势一定是向名酒集
中，向文化名酒集中，杜康是中国十大文

化名酒，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品牌知名
度。2021 年，愿携手杜康，精诚合作，开
新局、谋新篇，为推动豫酒文化传播，豫酒
转型升级作出更大的贡献。

品鉴环节，杜康侍酒团队用专业的服
务带领大家品鉴了小封坛酒，现场酒香四
溢，赞美之声不绝于耳。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新的一年杜康人将继续砥砺前行，
努力建设品牌，同时也愿意携手各位酒业
大商精诚合作，共同把杜康小封坛打造成
为一款让河南人为之骄傲的高端豫酒标
杆，助力豫酒振兴。 （孟振峰）

携手大商 发力2021

杜康控股携手酒业大商推出小封坛“时光盛宴”

日前，从中国酒业协会传来消息，寿酒集团孟书剑
凭借在技能大赛中取得的优异成绩，获聘国家级白酒评
委。

多年来，寿酒集团一直注重白酒生产酿造技术能力
的提升和科技人才的培养，涌现出一批高素质的技术人
才，公司白酒品评队伍逐渐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此
次孟书剑获聘国家级白酒评委，彰显了寿酒集团的人才
优势和技术实力。 (徐东方)

寿酒集团孟书剑获聘白酒“国评”

日前，为进一步提升皇沟酒业的品牌影响
力，促进皇沟酒业与各行各业的交流学习，皇沟
酒业陆续走进省内多家知名企业，学习企业家们
的经营智慧，并为大家讲述皇沟酒业的发展故
事。

截至目前，皇沟酒业已先后走进开封迪尔空
分实业、南通国盛智能科技河南分公司、永煤重
装、河南万仁药业、河南锦豪置业、河南水木环保
科技、河南乐普药业、民邦药业等知名企业进行
了探访和交流。

据悉，在交流过程中，企业家们深入了解皇
沟的酒业发展情况以及皇沟馥合香的特点，并纷
纷表示希望以后共同携手，传播先进商业思想，
构建核心竞争力，为推动河南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贡献力量。

皇沟酒业负责人表示，皇沟人会一直秉
承“初心、良心、匠心”的信仰，专心致志酿好
每一瓶酒。在传承皇沟酿造技艺和酒文化的
同 时 ，与 时 俱 进 ，不 辜 负 消 费 者 的 信 赖 和 支
持，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多、更优质的产品和
服务。 （路珺）

皇沟酒业

力推“名酒进名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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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发布《关
于印发2020年白酒评委年会产品鉴评结果的函》，74款
国内酒企报送的酒样专家盲评、鉴别结果及成绩出炉。

本届年会豫酒积极参与，表现惊艳，尤其是赊店老
酒送评的“赊店·名莊”酒，以骄人的成绩位列全国白酒
品质第 2名，并荣获“2020年度中国白酒酒体设计奖”。
据悉，在此之前赊店老酒就曾多次在全国白酒品质评比
中崭露头角——2018年，元青花·洞藏年份酒在当年的
白酒国家评委年会评比中摘得“中国白酒感官质量奖”；
2019年，元青花·洞藏年份酒再次参评，并跻身浓香型前
三名，荣获当年的“中国白酒酒体设计奖”……

值得一提的是，仰韶、宋河、贾湖、皇沟送评的产品
均名列前茅，其中仰韶、宋河、贾湖获得“中国白酒酒体
设计奖”，皇沟获得“中国白酒感官质量奖”，标志着豫酒
品质赢得业内技术专家们的一致认可。 （孙峰）

品质PK 豫酒出彩
——5款豫酒斩获国家级大奖

春节即将来临，宝丰酒业日前在平顶山推出了新春
大优惠活动。

据悉，本次活动优惠力度空前，除加大了消费者扫
码中奖概率外，还增加了进店有好礼、买赠有好礼、抽奖
有好礼等多重优惠。据不完全统计，活动开展 10天以
来，参加活动的终端已超过1500家，参与消费者近万人，
作为平顶山人民家乡年味的一部分，宝丰酒频频出现在
节日团圆餐桌，丰富了大家的节日消费生活。 (南亚辉)

宝丰酒业打响春节销售战役

春节临近，为了推动市场销售，蔡洪坊酒业旗下多
款主力产品面向全省推出了系列优惠促销活动。

据悉，参加本次新春优惠活动的产品主要有蔡洪坊
手酿大师、手酿经典、手酿传承系列，蔡洪坊陈藏9、陈藏
6、陈藏3系列以及蔡洪坊52度小粮液。活动期间，购买
上述产品均有机会获得 4999元微信现金红包以及足金
金条，为本次产品促销活动增添了活力。 (谢晓东)

蔡洪坊酒业推出新春促销活动

日前，主题为“合聚成金，行稳致远”的 2021年金沙
酒业经销商大会以互联网在线直播的方式举行。

会上，金沙酒业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道红表示，刚刚
过去的 2020年，金沙酒业实现 27.3亿元销售收入，同比
增速高达78.9%，高端酒占比超过60%，其中“摘要”单品
突破 15亿元大关，并且荣获了 2020年贵州省省长质量
奖提名，成绩喜人。2021年，公司将以稳健发展为主，销
售目标计划控制在30亿元—35亿元之间。 (张帆)

金沙酒业召开全国经销商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