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若飞

在豫酒振兴战略指引下，通过夯实基
础、重塑品牌、积蓄力量，宝丰酒业完成了
工艺创新提升、品牌升级重塑和市场规模
拓展，实现了连续三年的高速增长，为豫酒
转型发展贡献了力量。

2021年，是宝丰酒业新五年发展战略
规划的开端，公司将立足新起点大力推动
宝丰名酒复兴。

一清双品，打造百年清香品牌

基于消费升级趋势和品类、品牌价值
特点，宝丰确立了“一清双品”的发展战略
目标。“一清”即坚持清香战略不动摇，打造
百年清香品牌；“双品”即“品质”与“品牌”
双核驱动。

尤其是在品质上，公司大力推动产品
升级优化。2019 年，次高端产品国色清

香·师作正式上市；2020年，国色清香·陈
坛系列的瓶型、品质进行了全面升级；今
年，第四代宝丰清香·陈酿焕新升级，从包
装设计到酒体品质全面提升，酒龄更长、酒
体更丰满、口感更醇厚、饮后更舒适。

六净归一，构建工艺价值核心

“六净”即历经六艺层层净化——好曲
制净、蒸粮润净、下曲归净、陶缸守净、蒸酒
留净、摘酒取净。“归一”即归于酒海储藏，
赋予宝丰酒稀有品质。历淘洗，经六艺，六
净归一，方得宝丰美酒。

工艺提升基于传承与创新，宝丰六
艺传承于程氏酿酒法，创新来自科研攻
关。为此，宝丰酒业与中国科学院、江南
大学等高校、科研部门合作，应用前沿科
技创新提升工艺。比如与江南大学合作
开展了“清香型宝丰酒风味特征的形成
及工艺集成技术的研究”；在生产工艺中

实施“多曲种混合高温堆积生产工艺”，
使宝丰酒兼具清香型白酒的清净典雅和
其他香型的醇厚丰满。同时，公司还培
养了一支以国家级白酒专家为技术带头
人的专业队伍，引进大批先进的检验、检
测设备，保证了酿酒品质的连续性和稳
定性。

不负心中真我，创新品牌价值诉求

近两年，通过对品牌及文化进行系统
化挖掘，公司提出了文化宝丰、价值宝丰、
清香宝丰的指导方针，并对品牌价值进行
了梳理和升级：精神价值层面，总结提炼
出“不负心中真我”的品牌精神价值诉求；
物理价值层面，基于宝丰“程氏古法六
艺”，提炼出现代版的“宝丰六艺”酿造法，
并围绕宝丰清香型白酒“净”的特点进行
升华，构建了以“六净归一”为核心的物理
价值支撑。

2017年起，公司平均每年举办 4场大
型品牌营销公关活动，近百场中小型品牌
事件传播，并在年轻消费群体中进行了大
量品牌营销尝试，支撑企业的持续发展。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公司投
入数千万元资金加强品牌宣传，重点进行
了市场主体拓展、商业结构优化、渠道营销
下沉、产品优化聚焦、消费者培育拉动、新
营销工具开发应用等，疫情不利影响下依
然保持了销售的稳步增长。

2021 年，公司聚合全省优势媒介资
源，以品牌价值为主线，以内容运营为核
心，线上搭建新媒体矩阵，线下打造立体化
传播网络，向消费者进行全面传播和投放，
传递新时代的宝丰品牌价值主张。通过坚
守“一清双品”战略规划，全面升级营销模
式，强势赋能名酒宝丰复兴，并以自身力量
推动豫酒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宝丰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坚持“一清双品”战略 助力宝丰名酒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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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7日，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晚清
史研究学者、华文学院客座教授、著名作家
贾英华，《中外酒业》杂志副总编、《中外酒
业消费指南》主编杨志琴等，走进仰韶酒业
郑州营销总部，深入了解仰韶陶融香型白
酒，感受独具韵味的7000年仰韶文明。

在仰韶酒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侯
建光，仰韶营销公司总经理郝惠锋等人陪
同下，贾英华、杨志琴一行首先参观了仰韶
营销公司的品牌宣传栏、陶香洞天体验馆、
陶融香品鉴中心等，详细了解仰韶近年来
在香型创新、工艺优化、科研技术、市场营

销等方面的创新成果，并听侯建光介绍了
公司如何通过讲好品牌、品格、品质的“三
品故事”，助推豫酒高质量发展的情况。

参观后的座谈会上，贾英华表示：“仰韶
时期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时代，仰韶文化是值
得深入探究的先贤文化，在仰韶文化发展一
百周年、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的关键年
份，仰韶酒业对仰韶文化的挖掘、研究和传
承创新令人敬佩，仰韶彩陶坊是当代酒业中
值得推广的一款酒。”

杨志琴表示，作为一个拥有优秀产品品
质的企业，仰韶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了解

和认可。面对新时期、新变化、新发展，希望
仰韶酒业充分发挥人才优势、技术优势、资源
优势，全力推广仰韶品牌，挖掘和传播仰韶文
化、豫酒文化。

据悉，当下正是豫酒转型发展的黄金
时期，在“豫酒振兴”战略指引下，仰韶酒
业正在以“打造一瓶品质好酒”为战略目
标，发挥“科技仰韶、品质仰韶、文化仰韶、
公益仰韶、生态仰韶、诚信仰韶、数字仰
韶”七大板块优势，让彩陶坊酒成为面向全
国和世界展示中原文化的文化载体之一。

（黎明）

日前，杜康控股在洛阳广播电视台二
号演播厅召开了“新成长 新机遇”2021洛
阳大区高端客户恳谈会，杜康控股副总经
理谢彬、杜康控股销售公司总经理肖志雄、
杜康控股洛阳大区总监谢永强与200多位
高端客户共同参会。会上，杜康控股对牡
丹节纪念酒销售优秀的合作伙伴进行了重
点表彰。

会上，肖志雄发表了主题演讲，向大家
阐释了三个“信”：信任、信心、信念。肖志
雄表示，感谢客户对酒祖杜康升级产品新
模式以及牡丹节纪念酒的支持与信任，

2020年销售、利润率双双再创新高，下一
步公司将继续探索适合客户发展的产品、
模式、方法，走出一个新未来！谢永强回顾
了牡丹节纪念酒销售情况和牡丹节期间市
场推广、品牌传播动作，并阐述了酒祖杜康
常规产品的策略和未来洛阳市场的规划。
客户们则表示，要更加坚定地与杜康展开
合作、做大做强洛阳市场。

活动中，洛阳酒致樽酒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袁少辉、洛阳市涧西区品尊烟酒行总经理
张跃升两位优秀客户代表作了分享与发言，
他们表达了“爱家乡卖杜康、爱家乡喝杜康”

的情怀，展现了用心守护洛阳品牌、携手杜康
再创辉煌的心声。

作为在洛阳成长、发展起来的企业，杜康
控股在加快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致力打造
增长极发展战略中始终走在前列，展示了企
业担当，践行了企业社会责任。同时，借助豫
酒振兴机遇，企业必须乘胜追击加快市场拓
展和品牌建设，通过做大做强家乡市场，与合
作伙伴凝心聚力，共赢未来。

恳谈会圆满落下帷幕，但杜康为家乡消
费者、为合作伙伴提供优质服务的脚步却永
不停歇。 （孟振峰）

品味洞藏真谛，感受音乐力量。据悉，
由赊店老酒主办的“元青花·洞藏年份金曲
演唱会”，将于 6月 10日、7月 20日分别在
河南省体育中心、南阳体育场开唱。

届时，赊店老酒将携手汪峰、陈小春、
张韶涵、杨钰莹以及石头等一众实力派唱
将，用超强的音乐节奏为广大歌迷带来一
场金曲不断的视听盛宴。

作为豫酒品质标杆，多年来赊店老酒
始终以品质为基础，坚持匠心酿酒。旗下核
心大单品——元青花·洞藏年份酒一经上
市就成为市场上的一匹黑马，自2018年起，
在一系列“国”字头白酒品质评比中多次斩

获大奖，以骄人的业绩谱写出豫酒转型发展
的出彩新篇章。

此次举办“元青花·洞藏年份金曲演唱
会”，将再次向社会各界展示赊店老酒的风
采，展示豫酒的风采，让更多人了解豫酒文
化，进一步助力豫酒转型升级。

此外，为真正回馈赊店老酒的广大消
费者，本次演唱会的门票只送不卖，将以

“买酒送门票”的形式进行分发，让消费者
花一份买酒的钱，享受两份超级大福利。

群星璀璨，美酒飘香。相信这场阵容
强大的视听盛宴，必将成为这个夏天最绚
丽的星光。 （熊成强）

日前，为落实精细化营销工作，全面提
升品牌影响力，五谷春酒业副董事长黄蔺
与销售公司各区域负责人，连续召开了多
场营销会议，持续推进“金网工程”。

据了解，“金网工程”指的是五谷春酒
业“金谷春、金谷醇”品牌渠道建设工程，分
为“天网、地网、人网”三项计划。其中，天
网主要是餐饮渠道建设，地网是规范名烟
名酒专柜陈列标准，人网是针对五谷春酒
业重点消费者及目标消费者的培育。

据悉，“地网计划”于 2020年 9月最先
开展，落地效果非常明显。在今年“五一”
婚宴潮中，“金谷春·谷”系列和“金谷醇·
醇”系列产品销量增速明显，淮滨、固始、潢
川累计开展了上千桌婚宴。这两个系列产
品在“天网计划”中的优秀表现，增强了公
司继续开展“金网工程”的信心和动力。

黄蔺表示，通过“金网工程”的实施推
进，促进了“金谷春、金谷醇”的渠道掌控
力，提升了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和消费者对
产品的认可度。 （王伟）

近日，金沙酒业荣获中国酒业协会颁发的“十三五”
中国酒业科技进步特别奖——中国酒业科技进步优秀
企业奖。

据悉，近年来金沙酒业健全技术标准体系，引进高
层次人才打造专业团队，升级实验室硬件，积极开展科
研项目，推动公司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为此，公司
成立了生产技术攻关小组，结合公司特定的地理环境和
微生物环境，不断总结、改进、完善金沙回沙酒的生产工
艺，制定了科学、完善的技术标准体系，为酿造稳定、优
质、独具特色的金沙回沙酒提供了品质保障。 （张帆）

金沙获“中国酒业科技进步优秀企业奖”

日前，为期三天的皇沟酒业劳动系列
竞赛落幕，公司工会主席、经营管理中心总
监石晏宣读了本次“五一”劳动竞赛系列活
动的获奖人员名单，并对获胜的团队及个
人进行了颁奖。

据悉，本次劳动竞赛系列活动包括酿
酒装甑大赛和职工演讲比赛两个部分。

酿酒装甑大赛上，来自公司曲酒中心
的参赛者，严格按照装甑工艺操作细则：轻
撒匀铺、探汽装甑、量质摘酒、掐头去尾，每
个操作细节都要求参赛成员间默契配合，
统一操作规范。在看花断酒度与判断糟醅
酸度环节，参赛的操作工人对酒度、糟醅酸
度的判断与实际测量相差无几，展现出了
精湛的技能水平。

职工演讲比赛上，13名来自公司各中
心的参赛选手，紧紧围绕“立足岗位作贡
献，我为皇沟增光彩”这一主题，分享了各
自的工作经验和心得体会，参赛选手慷慨
激昂的演讲，充分展示了皇沟人爱岗敬业、
积极奉献、乐于助人、主动作为的良好精神
风貌，为推动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汇聚了
强大的正能量。 （乔仲凯）

日前，河南寿酒集团第五届“品健康寿酒 赏月季牡
丹”游园活动在该公司峪河曲酒生产基地启动。

活动开启当天，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赏花、品酒，
畅玩曲水流觞，游览三酉文化苑，欣赏精美的碑文石刻，
观赏寿酒酿酒工艺，感受中国酒文化的传统魅力。

为了增强趣味性和互动性，活动期间寿酒集团还精
心准备了现场品鉴、书法展示、抖音点赞等一系列活动，
让游客在欣赏美丽月季、牡丹花景观、感受三酉文化苑
旖旎风光的同时，也能品尝家乡美酒、感受书法文化。
通过展示独有的传统酿造技艺，也进一步彰显了寿酒强
大的品牌张力和文化魅力。 （东方）

寿酒集团第五届品酒游园活动启动

5月 11日，由宝丰酒业冠名的“宝丰酒杯”第一届宝
丰县劳动模范运动会在该县君文湿地公园举行，来自宝
丰县的10支劳动模范代表队共210名运动员参赛。

运动会上，拔河、自行车慢骑、袋鼠运瓜、疯狂毛毛
虫、抱球迎面跑、步调一致 6个项目相继开赛。赛场上，
运动员们奋力拼搏、激情洋溢；观赛者则欢呼雀跃，喝彩
加油。

作为豫酒重点企业，宝丰酒业近年来积极投身各项
社会体育活动，履行企业责任，通过上述活动也进一步
提升了企业品牌的认知度与美誉度。 （南亚辉）

“宝丰酒杯”第一届劳模运动会举行

日前，老酒天下博览馆在郑州正式开业，著名白酒
专家梁邦昌以及众多业内专家、嘉宾到场祝贺。

老酒天下博览馆位于郑州市淮河路，馆内面积 800
多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珍藏有 17大名酒的获奖产品
及浓、酱、清、兼等 12大香型代表品牌的陈年老酒，同时
还收藏有各个时期、不同酒类产品的酒标、宣传海报等，
进入其中可以清晰感受中国白酒的变迁与发展。未来，
该馆将通过举办各类白酒行业活动弘扬中国酒文化，推
动老酒市场规范、健康、良性发展，并借助老酒力量推动
豫酒转型发展。 （宁甜）

老酒天下博览馆正式开业

日前，由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主办，河南省绿色食品
发展中心、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郑州市金水区
人民政府承办的 2021河南省绿色食品宣传月暨产销对
接活动在郑州举行。

活动上，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副主任陈兆云为在
绿色食品领域做出了突出成绩的省内企业颁发了奖
项。其中，豫坡酒业作为豫酒代表，分别获得全国绿色
食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全国 20 家，河南 2
家）、第二十一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第 4次获此
奖项）两项国家级大奖，为豫酒赢得了荣誉。 （杨新艳）

豫坡酒业连获两项国家级大奖

皇沟酒业
劳动竞赛系列活动落幕

品鉴陶香美酒 感受仰韶文化

百家讲坛主讲人贾英华走进仰韶参观交流

群星璀璨 双城同启

“元青花·洞藏年份金曲演唱会”即将开唱

恳谈回馈 共赢未来

杜康控股举行洛阳大区高端客户恳谈会

五谷春酒业
持续推进“金网工程”项目

进入 5月份以来，宋河酒业鹿邑大曲事业部组织开
展了一系列营销大练兵活动。

据悉，宋河酒业鹿邑大曲事业部和生产园区，相继
派出精兵强将支援市场，深度参与市场开发、产品销售
及终端互动，通过拉近产品与市场的距离，更好地服务
市场运营。据宋河酒业副总裁朱国恩介绍：“此次营销
大练兵打破了后勤和一线的业务界限，通过对终端市场
的迅速融入，进一步提升了鹿邑大曲品牌的消费认知，
也拓宽了员工们的业务视角，为持续优化后续市场运营
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利艳）

鹿邑大曲开展全省营销大练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