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一名白酒爱好者，我的很多诗人朋友都是豫酒的粉丝，比

如刘德亮、孔令更，他们都很喜欢喝河南酒。

不过，和其他省外名酒相比，咱们河南酒宣传力度还很不够，所

以建议大家今后听戏要听豫剧，喝酒要喝豫酒，希望咱们河南的作家，

写文章也要多写豫酒，多宣传豫酒。

喝酒要喝河南酒

冯杰

省政府提出豫酒转型发展以
来，省副食作为省内酒类流通
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积极响
应省政府提出的“豫酒振兴”号
召，强化、细化、落实各项促销
售的政策措施，并取得了显著的
成绩，赢得各级政府和领导们的肯
定，我简单介绍一下省副食的做法：

一是厂商相互支持与配合。采取专
人负责制对接厂家，双方合作更加紧密，
工作效率进一步提高，为销量的提升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二是强化传播豫酒产

品和品质。仰韶通过打造和推出
仰韶天时日、月、星，杜康推出小
封坛，赊店老酒推出洞藏年份
系列，品质品牌不断提升，让省
内高端消费群体重树豫酒消费

信心。三是进一步完善豫酒销售
网络。四是不断创新豫酒营销模

式。如组织名酒进名企、特色回厂游活
动等，让更多消费者了解豫酒文化，感受
豫酒品质，助力豫酒销售。

(河南省副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莉）

从一名刚出校门、壮志满怀
的懵懂青年，一路成长为技术
骨干，再到负责仰韶酒业的酿
酒工作，继而成长为整个豫酒
行业的工匠代表，我的心中可
以说是感慨万千。如果用一句
话来形容这些年的工作，那就是
16 个字：“默默无闻精进技术、矢志不
渝酿造好酒”。

豫酒转型发展，我认为首先要有
品质过硬的、消费者认可的好酒，这是
根本支撑，有了这个支撑，再加上好的

营销，我们就一定能实现目标，
让梦想成为现实。作为一名豫
酒酿酒战线上的老兵，今后我
将激流勇进、百折不挠，不断
提升自身的理论水平和业务
技能，把自己负责的酿酒工作

做得更好，同时努力发掘、培养
更多有知识、有能力、有品德的酿酒人
才，为仰韶酒业，为豫酒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

（仰韶酒业总经理助理、副总工程
师 樊建辉）

矢志不渝酿好酒

我很庆幸自己选择了白酒这
个行业，在近 30 年的工作经历
中，依靠各位前辈、老师不厌其
烦地传、帮、带，耐心细致的言
传身教，身体力行，指引着我一
步一个脚印一路走到了现在，
始终在传承着赊店老酒的千年酿
造技艺，并将其发扬光大。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干一行，爱
一行，专一行，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最优最
精，才能实现出彩人生。因此，作为一名

豫酒人，我要时刻把“酿好每一瓶
酒回报消费者”当成我的终身事
业去做。为了这份事业，我愿意
严格要求自己，以精益求精的
精神去完成工作中的每一件小
事，将每一个细节都变成艺术，

追求完美，让“执着、坚守、追求极
致”的“工匠精神”在平凡的工作中得到
更广泛的发扬和传承，为豫酒转型发展
作出新的贡献。

（赊店老酒科研中心主任 丁琳）

干一行 专一行

咱们豫酒的包装，每一款都各有千秋，令人百看不厌，单从这一

点就能看出咱们豫酒人的努力和用心。

这两年参加的很多活动、聚会，豫酒身影出现得越来越频繁。

比如仰韶、赊店、杜康，身边朋友都经常喝，品质真棒，口感真好，用

咱河南话来说，就是——真中！今后一定会大力宣传咱们豫酒，为

咱们豫酒做强做大贡献一份力量。

咱河南酒 真中

汪荃珍

豫酒这几年的品质越来越好、喝起来也越来越顺口，与前些年相

比，品质和口感都上了大台阶，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欢迎和认可。

豫酒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我省豫酒转型发展专项工作的大力开

展分不开，相信豫酒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河南酒越来越受欢迎

于根艺

“醉酒信手三两行 醒后却书书不得”。对于文人墨客来说，酒

是一种不解的情愫。

我的家乡就在伊川，对杜康酒非常有感情，“何以解忧，唯有杜

康”，这句诗把杜康酒推到了极致。现在杜康酒不断创新发展，市场

越做越好，希望家乡的酒、河南的酒发展越来越好。

家乡酒 有希望

司马武当

说到河南酒，真的感触很深。三十年前，我就开始喝光瓶仰韶、

光瓶宋河了。

如今，经过多年发展，河南酒的发展上了新台阶。河南酒历史悠

久，酒的品质很好，而且各具特色。祝愿河南酒在新时代发展得越来

越好，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刚进会场就看到11款豫酒的画面，感觉很惊艳。这11款酒的包装各

具特色。虽然自己没有喝完11款，但是仰韶、宋河、贾湖都品鉴过，酒质都

非常好，自己以后会多为豫酒宣传，为豫酒振兴作贡献。豫酒振兴，指日

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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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9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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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最美
豫酒人”推评活动颁奖典礼在郑州
举行，来自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媒
体以及省内文化界的200多位嘉宾
出席了活动。

颁奖盛典，社会各界齐助力

作为一场豫酒专项活动，本次
颁奖盛典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
持。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满仓带领下，省
工信厅、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市
场监管局、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等成
员单位相关负责人，11 家豫酒骨
干企业的负责人莅临现场。

省食品工业协会、省食品安全
协会、省酒业协会、省电子学会、省
钢铁工业协会、省肉类协会等 10
家行业协会，人寿保险、浙商银行、
佳田置业等 31家重点行业企业以
及焖状元、靓靓虾馆、解家老家河
南菜等 32家省会知名餐饮企业，
50多家媒体的代表应邀出席。

河南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崔为
兵在代表主办方致辞时介绍了本
次活动的开展情况。他说，2020
第二届“最美豫酒人”推评活动，于
去年 12月 15日启动，吸引了近百
名一线豫酒人和数十家豫酒流通
企业报名参评，300万人次参与票

选，专家评审、媒体公示结束后，诞
生了 16位“最美豫酒工匠”、10家

“最美豫酒酒商”的最终名单，本次
颁奖盛典即是向这些获奖者致敬，
通过他们在行业内树立爱岗、敬业
的典范，助力豫酒转型发展。

名家助阵，代言发声很给力

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活动还
邀请了 10位来自省内文化、艺术
界的名家，其中有河南豫剧院党委
书记汪荃珍、省文史馆馆员齐飞、
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司马
武当、河南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王
红丽、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于根
艺、河南省文学院副院长冯杰、河

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李学峰、华
北水利水电大学书法研究所教授
张良、河南省演讲与口才学会会长
于同云、郑州市作协主席南飞雁。

颁奖环节，这些名家大腕和来
自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
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的负责人，分别
为仰韶酒业樊建辉等 16位“最美
豫酒工匠”和酒便利等 10家“最美
豫酒酒商”颁发了奖杯和证书。舞
台上，当这些“最美”豫酒明星和颁
奖的戏剧大师、豫剧名角、相声大
腕、国画大师、书法名家以及著名
诗人、知名作家站在一起时，现场
可谓星光璀璨……据悉，未来这些
艺术名家还将跟随主办方陆续走

进豫酒企业调研采风，为豫酒文化
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嘉宾表演环节，于同云现场朗
诵了诗仙李白的代表作《将进酒》，
声情并茂的表演，让大家充分感受
到了白酒之美。随后，他即兴朗诵
了诗人艾青的《我爱这土地》，更是
用饱满的热情向默默付出的豫酒
工匠们表达了深深的敬意。

其间，汪荃珍、司马武当、于根
艺、冯杰、李学峰、张良等还在台上
和大家分享了对豫酒的认识，以及
自己和豫酒的故事。

嘉宾热议，寄语豫酒更出彩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颁奖盛典

也是进入 2021 年后，由省白酒业
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重点支持的首场豫酒专项活动，
因此受到业内外的广泛关注。

颁奖盛典上，省商务厅二级
巡视员费全发对活动给予高度评
价。他说，本次推评活动选树的

“ 最 美 豫 酒 工 匠 ”“ 最 美 豫 酒 酒
商”，都是在豫酒转型发展过程中
涌现出来的行业领军人物、领军
企业，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大力
弘扬工匠精神，号召更多豫酒人
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追逐梦想，助力豫酒振兴和中原
更加出彩!

洛阳博森酒业是 10家受表彰
的“最美豫酒酒商”之一，公司总经
理朱国莉谈到参加推评活动的感
受时表示：推评活动为行业树立了
榜样，通过榜样的引领有利于激励
更多人和企业投身豫酒行业，作为

“最美豫酒酒商”荣誉获得者，未来
要更加积极地卖家乡酒，为振兴豫
酒贡献更多力量。

本次活动，河南省餐饮与住宿行
业协会组织了30多家会员企业前来
参会。协会副会长蒋辉表示，颁奖盛
典为协会了解豫酒转型发展提供了
新机会，也为协会和重点酒企、重点
酒商展开交流和合作搭建起了桥梁，
未来协会要进一步拓展餐酒融合发
展 渠 道 ，助 力 河 南 酒 业 振 兴 。

(朱西岭 宁甜/文 王少帆/图)

名家名角助阵 致敬“最美”匠心
——2020第二届“最美豫酒人”颁奖典礼成功举行

名人名家为豫酒点赞寄语
本次颁奖盛典，6位来自省内文化、

艺术界的名人、名家、名角，纷纷受邀登台
讲述自己对豫酒的认识和缘分，尤其是结
合自己的工作和所在的领域，从文化的角

度，为豫酒转型发展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
建议，并对豫酒的未来发展寄予厚望，成
为活动的一大亮点。

一起来看看，他们都说了什么？

厂商携手 共促发展

酒业资讯

日前，2021年国字宋河春季答谢会在周口举行。会
上，根据2020年度经销商、终端商的销售贡献，评选出国
字宋河 2020年度金牌单位、银牌单位，公司管理层现场
为获奖者颁发了证书及奖金，以此鼓励更多经销商等合
作伙伴，与宋河并肩奋战、共创共赢。

宋河酒业常务副总裁朱国恩在致辞中说，2021年，
希望国字宋河团队和经销商伙伴们更加亲密携手，凝聚
力量，细耕市场，站在更高的起点，实现更大的跨越。

(利艳)

宋河酒业表彰国字宋河优秀经销商

3月 15日，贵州仁怀酒文旅融合发展课题组来到渑
池，调研学习豫酒质量标杆仰韶酒业“酿酒+文化+旅游”
的融合发展新模式。

考察期间，课题组一行参观调研了仰韶酒业，直观
地感受了仰韶酒品质和品牌文化，清晰地了解了陶香和
渑池的历史文化脉络，领悟了仰韶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渑
池酒城的独特风情。座谈交流时，仰韶酒业董事长侯建
光表示，仰韶酒业未来要以酒带旅、以旅促酒，全面开启

“酒、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黎明)

贵州课题组调研仰韶创新发展模式

日前，由杜康控股冠名的“酒祖杜康小封坛”杯私募
基金实盘大赛在郑州启动，本次大赛旨在为众多参赛
者、私募机构提供一个展示交流的平台，助力金融行业
健康发展。

洛阳杜康控股销售公司副总经理、小封坛事业部负
责人武小岭在活动致辞时说：杜康是一家拥有千年文化
底蕴的豫酒品牌，始终坚持“一生酿好一坛酒”的匠人精
神，以振兴豫酒为己任。近年来，公司积极助力和参与
各类文化、体育、商务、公益活动，不断登上省内外重大
活动舞台，为中原经济蓬勃发展助力添彩。 (孟振峰)

杜康助力私募基金实盘大赛

3月 18日，皇沟酒业2020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在永城
市举行。会上对工作突出的先进党支部、先进单位、先
进集体、先进个人和优秀经销商进行了表彰和奖励。

皇沟酒业董事长高全友表示，新的一年，皇沟人将
以实干者、排头兵、奋斗者的姿态，不断创造新业绩，提
高皇沟品牌影响力及市场占有率，力争“十四五”末销
售收入实现 15亿元，产品结构调整到馥合香占比 70%
以上，用五年时间，成为省内知名的畅销品牌。 (仲凯)

皇沟酒业绘就2021年发展新蓝图

为倡导绿色文明理念，强化生态环境意识，植树节
期间，寿酒集团组织员工在南太行脚下的寿酒集团太行
酒城组织开展了植树活动。

在董事长周明新、总经理李峰等带领下，公司员工
携带着工具和树苗，在太行酒城内参加了本次植树活
动。植树现场，一派忙碌景象：挥锹铲土，扶苗填坑，踏
土夯苗……大家分工协作一起动手，认真完成每一道工
序，栽下一株株树苗，给春天里的太行酒城增添了一抹
抹新绿。 (徐东方)

寿酒集团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金星精酿白啤郑州上市
近日，金星啤酒全新产品“金星精酿白啤”在郑州全

面上市。
新产品原料优选自法国进口优质大麦芽，个大皮

薄、粒粒精选、酶系丰富、香味立体，定制白皮小麦酒体
朦胧、似云似雾，再加上德国引进的上层发酵酵母，捷克
原产的酒花，可谓美不胜收。酿造方面，“金星精酿白
啤”采用低温长时萃取工艺，让麦芽中的香味物质得到
完美的呈现，麦香和酒花香最大程度保留到酒液中，而
后经金星独创的过滤技术，保留部分郁香酵母，使得酒
液香味更独特，营养更加丰富。 (王文艺)

日前，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四届桃花春曲节暨首
届古粉节在安徽亳州开幕。据悉，桃花春曲是古井贡酒
独具特色的酿酒工艺，更是古井悠久、独特美酒文化的
代表，并创新探索出了桃花春曲节这一“白酒+文化旅
游”模式。

本次桃花春曲节，古井贡酒携手安徽卫视王牌栏目
《男生女生向前冲》，以古井文化大 IP与媒体大 IP相结
合，共同为全国观众奉上一场传统酿酒文化盛宴。活动
录制当天，通过新媒体平台直播，吸引了全国网友线上
参与互动，关注量近1500万。 （沐麟）

古井贡酒第四届桃花春曲节开幕

近日，在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带领下，来自
协会、媒体的代表以及省内数十位合作商，一起为赊店
老酒旗下的高端产品赊店·名莊酒点赞，并为其荣获“中
国白酒酒体设计奖”送上祝贺。

熊玉亮表示，赊店·名莊此次获奖，创造了豫酒新的
高度、新的辉煌、新的历史，为豫酒争得了荣誉，每一位
关心、关爱、关注豫酒振兴的人都应为赊店老酒而骄傲，
希望赊店老酒继续坚持品质战略，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孙静芳）

社会各界点赞赊店老酒品质

日前，天明集团董事长、天明民权葡萄酒荣誉董事
长姜明，天明民权葡萄酒董事长马丹一行到访中国酒业
协会。中国酒业协会执行理事长王琦热情接待了姜明
一行，并和天明民权葡萄酒管理团队进行了座谈。

座谈期间，姜明详细介绍了近年来天明集团在葡萄
酒领域的发展情况，并希望能与中国酒业协会深入开展
合作，从而指导民权葡萄酒的规划与发展，从知名度、产
销率、市场占有率以及品牌美誉度方面推动民权葡萄酒
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 (田宇)

天明民权葡萄酒团队参访中酒协

历史悠久 各具特色

河南酒 包装惊艳

李学峰

张良

“最美豫酒人”推评活动颁奖盛典现场

嘉宾合影留念

与会领导和艺术家为获奖选手颁奖 “最美豫酒工匠”合影

“最美豫酒工匠”为本次推评活动点赞

获奖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