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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宝丰酒业“名酒进名企”活动首站启动，在公司
董事长王若飞的带领下，销售公司一行人走进洛阳君山制
药，就未来文化产业合作、优势资源互补、深度融合发展等
进行了沟通交流。

在洛阳君山制药副总经理张厚的引领下，王若飞一行
先后参观了药用植物园、产品展示馆，深入了解其历史文
化底蕴，深切感受机械化、自动化对企业发展的助推作
用。随后，双方还进行了座谈，探讨了酒、药合作开发的前
景，通过交流学习，有效促进了双方企业的融合发展，并为
联动合作赋能。 （黄灵茹）

宝丰酒业“名酒进名企”首站活动启动

日前，“2021中国白酒挑战赛CBC”在北京落幕，并发
布了赛事的最终榜单。

据悉，中国白酒挑战赛由北京国际酒类交易所主办，
也是国内首个全部由渠道企业和行业媒体担任评委团的
白酒评比赛事。经过评委们的层层推选，贾湖酒业集团旗
下产品分别斩获1枚铂金奖、2枚金奖、2枚银奖。

据了解，获得铂金奖的贾湖·中原酱，获得金奖的富平春·
贵6，均由贾湖酒业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双料国家级评委王永
亮打造，接下来要在全省范围展开推广、招商。 （侯伟）

贾湖酒业闪耀2021中国白酒挑战赛

日前，蔡洪坊酒业正式对外宣布，第三届蔡酒文化节
将于金秋十月在驻马店市新蔡县“蔡酒文化园”举行。

据悉，今年适逢蔡酒坊酒业建厂 70周年，为了更好地
传播蔡酒文化、提升蔡酒品牌，第三届“蔡酒文化节”将推
出一系列主题活动，除了要给大家呈现一场文化盛宴外，
还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及诚意满满的现场抽大奖
活动。此外，专为本届文化节打造的“蔡洪坊 70周年窖龄
封坛酒”“蔡洪坊 70周年纪念酒”也已经准备完毕，并已开
始限量发售。 （谢晓东）

第三届蔡酒文化节定于十月举行

近日，以“生态酿造、绿色发展”为主题的贵州省首届
“生态酿酒企业”授牌颁证仪式在贵阳举行，金沙酒业荣获
3A级生态酿酒企业称号。

据悉，此次评选严格按照《“贵州省生态酿酒企业”评
选工作方案》要求，以《贵州省酿酒行业生态标准评价体
系》为依据，坚持公开、公正、科学、规范的评价原则进行推
选，是贵州乃至全国酿酒行业第一个涉及酿酒生态标准的
评价体系，共有包括金沙酒业在内的10家酿酒企业光荣上
榜，标志着金沙酒业长期以来在产业绿色、健康、可持续发
展建设方面的工作得到行业肯定。 （丁冲冲）

金沙酒业荣获3A级生态酿酒企业称号

自 7月 20日以来，河南省内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
导致郑州、新乡、周口等地出现大面积的内涝灾害，牵动无
数华夏儿女的心。一时间来自全国的救援队、爱心捐款以
及救援物资源源不断涌向河南。

灾情发生后，多家省外酒企也迅速加入了爱心的队伍，
纷纷捐款捐物、驰援河南。截至7月29日，省外名酒品牌及
企业捐赠如下：五粮液6000万元、贵州茅台3000万元、郎酒
2000万元、泸州老窖 3000万元、剑南春 2000万元、汾酒
2000万元、中粮集团 1000万元及 1000万物资、洋河股份
1000万元及15车物资、习酒公司1000万元、茅台集团控股
公司1000万元、舍得酒业550万元及物资、贵州珍酒500万
元、四川水井坊500万元、金沙酒业200万元，以及来自贵州
的其他酱酒企业也纷纷捐款捐物。 (宁甜)

茅台、五粮液等酒企捐款捐物驰援河南

7 月 20日，河南遭遇大范围极端强降
雨天气，在多个省辖市造成严重的内涝灾
害，郑州、新乡、周口等地相继告急。面对
严重灾情，豫酒企业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向
受灾地区群众捐款捐物提供援助，同时致
信经销商、合作伙伴，积极投入防汛救灾和
市场重建，彰显了豫酒担当。

捐款捐物 驰援灾区

7 月 21日，作为豫酒重点企业的仰韶
酒业和宝丰酒业，率先响应政府号召捐款
捐物助力防汛救灾，体现了豫酒人的担
当，为豫酒企业做出表率。据悉，仰韶酒
业首先向郑州市红十字会捐助了 200万元
现金，而后又陆续捐助了 100万元物资助
力防汛救灾。宝丰酒业通过省工商联向
省红十字会捐款 300 万元，支援受灾地
区。

作为豫酒重点企业中的唯一一家葡萄
酒企业，天明民权葡萄酒也反应迅速，7月
21日，公司首先向郑州慈善总会捐款 100
万元，而后又联合合作伙伴紧急筹措了价
值 266万元的物资，对郑州市儿童医院、郑

州市区内的受灾群众陆续进行了捐赠。
面对交通不畅、救援单位和受灾群众

的生活物资紧缺问题，7月 22日，皇沟酒业
筹集了价值 50多万元的急需物资奔赴防
汛救灾一线，为忙于灾后重建的郑州环卫
工人、社区居民、慈善机构、医院等送去了
食品和饮用水。

7月 23日，蔡洪坊酒业筹集了总价值
20余万元的救援物资，连夜送抵郑州，交到
了花园口镇受灾群众手里，助力当地防汛
救灾及灾后重建。

7月 24日，五谷春酒业紧急筹集到首
批 4000件、价值 40余万元的救灾物资，7
月 25日，分派四辆货车带着方便面、面包、
火腿肠等物资分别走进中牟县救灾安置点
锦源老年公寓和韩寺镇等受灾严重地区，
给群众送去了温暖和慰问。

7月24日，贾湖酒业紧急筹措一批新鲜
蔬菜、矿泉水、面包等生活物资驰援郑州、新
乡等受灾地区，为奋战在抢险一线的人们提
供了一份保障。

7月 24日，河南朗陵罐酒有限公司购
置了一批价值 20多万元的救灾物资，专程

送到了周口市扶沟县汴岗镇一中防汛安置
点，给那里的受灾群众送去了温暖。

值得一提的是，身处灾区的河南寿酒
集团，尽管厂区和窖池被淹，损失惨重，但
在积极自救的同时，还成立了寿酒救援物
资服务队，积极协助新乡、辉县、卫辉等受
灾县市运输救援物资。并于 7月 25日，向
辉县市慈善协会捐款 100万元，为家乡防
汛救灾献上了爱心和力量。

7月 29日，获悉豫北受灾地区急需消
杀物资，豫坡集团带着价值 10万元的消毒
酒精等物资驰援新乡，彰显了企业担当。

厂商携手 共渡难关

这场暴雨，同样给郑州、新乡等地的酒
水经销商、终端店等造成了严重影响，仓库
被淹、酒水被泡……让不少酒类流通企业
和烟酒店损失惨重。

获知酒商们的困境，豫酒企业迅速行
动，向受灾地区经销商进行慰问，并采取各
种措施助力经销商进行市场重建。

赊店老酒在了解灾情后，紧急筹措物
资运往受灾严重的鹤壁等地，并第一时间

对合作伙伴进行了帮扶。从中牟、巩义开
始，深入各个县区合作伙伴店铺，帮助他们
清理店面、清仓换货、恢复经营，累计为商
户换货6000多箱。

7月 21日，宝丰酒业发出致广大合作
伙伴的慰问信，倡议广大合作伙伴做好汛
期防范措施，对于暴雨导致的产品受损，公
司承诺免费调换。

7月 22日，仰韶酒业向广大经销商、终
端商发出慰问信，承诺因暴雨造成的产品
受损问题，仰韶酒业会统一进行信息收集，
免费给予调换，以确保商户的正常销售。
汛期刚过，公司已第一时间深入市场为合
作伙伴解决实际问题。

7月 26日，河南五谷春酒业也发出慰
问信，承诺为广大经销商、合作伙伴免费更
换因内涝灾害导致受损的产品，用实际行
动为经销商、合作伙伴解决实际问题，及早
实现灾后市场重建。

风雨同舟，共克时艰！在全体豫酒人
的共同努力下，困难一定能早日成为过去，
迎接大家的依然是绚丽的彩虹。

（宁甜）

风雨与共 彰显担当

防汛救灾 豫酒在行动 推介产品 传播文化
——“豫酒文化行”走进新乡市

日前，在渑池县第二高级中学副校
长崔武才、年级主任赵建国带领下，30位
受到仰韶酒业三年公益助学资助的
2021 届学生，在挥手告别高中生涯、即
将开启大学旅程之际走进仰韶生态酿酒
园，和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交流，
并表达了对企业的感恩之情。

座谈会上，仰韶酒业党委副书记、酒
业公司总经理郭富祥首先对师生们的到
来表示热烈欢迎，随后详细介绍了仰韶
酒业的发展情况。他表示，仰韶酒业根
植渑池大地，每一步的发展壮大也都离
不开家乡人民的支持。因此，回馈家乡
父老，仰韶自当义不容辞。希望学生们

在未来求学、求知的道路上，不但要注重
学习知识和技能，也要不断磨炼自己的
意志和品格，努力成为德才兼备的栋梁
之材，更好地回报父母、回报家乡、回报
社会。

在今年的高考中如愿拿到了心仪大
学录取通知书的学生代表小段，在座谈
会上动情地说：“深深感谢仰韶酒业！在
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仰韶酒业伸
出了无私的援助之手，让我们可以没有
后顾之忧地安心读书、认真学习，从而顺
利走完了人生中至关重要的高中三年，
能够去拥抱更加广阔的世界和未来！”

受助学生代表发言后，崔武才代表

学校发言时表示：“仰韶酒业为大家解了
燃眉之急，希望同学们在未来带着家乡
酒企仰韶给予的这份爱，以感恩乐观、积
极向上的心态去面对未来的学习、生活
和工作。要志存高远，奋力拼搏，但是不
管将来飞得多高多远，希望永远感恩仰
韶、情系家乡，把温暖和正能量不断传递
给社会。”

据悉，多年来“公益仰韶”建设已经
成了仰韶酒业一项常态化工作，在河南
省各省辖市开展“党建光芒·点亮希望，
百万助学公益活动”，累计已资助了
5000 名品学兼优的寒门学子完成读书
梦。 （黎明）

爱心助学 点亮希望

仰韶酒业公益助学活动受助学生代表回访企业

近日，酒祖杜康一年一度的“万人
品鉴活动”再次启动，相关报名招募工
作也正式开始，参与者可以免费获得窖
藏美酒、精美酒具、酒祖杜康专属品鉴
官证书以及其他海量奖品。

据悉，本届活动的招募方式采取推
荐和审核的办法，参与者须满足以下要
求：一是活动区域内登记注册的五座以
下私家车主(年满 18 周岁男性，车辆行
驶证、身份证为同一人）；二是经活动区
域酒祖杜康合作伙伴推荐，提交报名资
料并通过公司审核。

在活动期间内，意向参加招募的消
费者提出申请并经审核通过后，张贴酒

祖杜康公益形象车贴，当场奖励精品礼
袋 1 个，内含酒祖杜康 9 窖区贵宾品鉴
酒 1瓶、酒祖杜康精美酒具 2套，扑克牌
3副。车贴满一个月后，本人到首次领
酒地点凭登记车辆后窗完好无损的车
贴再领取酒祖杜康 9窖区(贵宾品鉴版）
1瓶。车贴满三个月后，本人到首次领
酒地点凭登记车辆后窗完好无损的车
贴再领取酒祖杜康 9 窖区（商品版）1
瓶，酒祖杜康品鉴官证书 1张(包含酒祖
故里探秘之旅名额 2个，2022年 3月 31
日前有效）。

据悉，本次品监管招募区域包括郑
州、开封、周口、平顶山、漯河、许昌、新

乡、焦作等市区及郊县。
（孟振峰）

匠心品质 盛夏再鉴

酒祖杜康2021万人品鉴官大招募再次启动

日前，由五谷春酒业市场部发起、信
阳营销区域负责人具体执行的市场调研
在信阳地区展开。

据悉，本次调研主要是了解五谷春
产品的销售情况、销售价格、政策执行
及产品升级情况，调研区域主要集中在
信阳市区、淮滨县及潢川县三大样板市
场，其他县区进行的是“金谷春·精品”

“乌龙特曲·珍品”产品的升级问卷调
查。

调研前，五谷春酒业副董事长黄蔺
要求各区域营销负责人积极深入到市场

一线，通过实地考察、突击检查、座谈交
流等方式了解一线市场的服务执行情
况，为剖析解决问题找到方向。首轮调
研持续了 5天，营销人员先后走访了信
阳市区近百家终端店面，查看了店内的
产品陈列，详细了解五谷春产品销售情
况和市场基础工作开展情况，并听取了
终端客户对于“金谷春·谷”系列产品的
控价意见和建议。

通过调研发现，“金谷春”系列产品
视觉设计统一，落地效果良好，独具的标
志性和吸引力，让消费者很容易找到归

属感，整个产品系列在信阳市场氛围浓
郁、口碑较好，从而进一步提升了信阳全
体营销人员的信心。

与此同时，黄蔺对各营销区域也提
出新的要求，要求大家切实落实公司市
场营销策略，加强金谷春系列酒的品牌
战略建设，不断夯实五谷春酒业基础和
文化推广工作，在消费升级大背景下，厂
商携手推动五谷春旗下产品聚合营销，
力争把河南打造成为华中地区率先实现
突破的标杆市场。

（王伟）

厂商携手 夯实市场

五谷春酒业深入终端开展市场调研

7月 16日，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广播电视台联
合主办，仰韶酒业集团承办的“豫酒文化行，走进新乡市”
专项推广活动在新乡举行。来自政府、企业、经销商、消费
者等各界代表等800余人出席了活动。

活动期间，在仰韶酒业带领下，赊店、五谷春、杜康、皇
沟、寿酒、宝丰、宋河、贾湖、蔡洪坊以及天明民权葡萄酒等豫
酒骨干生产企业，带着各自的主力大单品，在活动现场进行
了展示和推介。承办方仰韶酒业营销有限公司总经理郝惠
锋，和东道主代表——寿酒集团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牛广
杰，还分别以《豫鉴仰韶 品味陶香》《醉美寿酒 最美新乡》为
主题，围绕企业、产品和品牌等内容，用PPT的形式在会上
进行了专题推介，赢得与会嘉宾们的高度关注。

作为一场豫酒文化盛宴，活动期间还举行了“彩陶坊
天时·名家讲坛”，著名军事专家尹卓，围绕当下的军事焦
点、热点以及世界政治格局出现的新变化，为与会嘉宾和
消费者作了一场生动的爱国主义讲座，让更多人关注国际
形势。 （申明贵）

近日，由河南省酒业协会主办、河南赊店
商业有限公司承办的“重温豫宛路·再续赊店
情”百名重点豫商赴宛学习交流活动（第三期）
在赊店酒乡小镇启动。

河南省酒业协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王雷、河南省酒业协会流通委员会副秘书长薛
军、开封市酒业协会副会长张莉敏、开封益舟
百文商贸总经理李建民、开封市三联商贸有限
公司总经理祁中原等多位行业负责人与来自
开封市的优秀企业家代表齐聚宛城，在赊店老
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丽娜陪同下，感受
宛城底蕴，领略豫酒文化。

所到之处，大家一起“忆历史”——走进山
陕会馆，听讲解员讲述“中国第一会馆”的辉煌
壮丽；“看今朝”——走进赊店酒乡小镇，体味

“中原第一酒乡小镇”背后演绎的时代篇章；
“品美酒”——走进赊店老酒洞藏酒窖，领略豫
酒文化和飘香的美酒。在这里，大家了解赊店
老酒的厚重历史，探寻赊店老酒的酿酒古法，
见证赊店老酒的匠心品质，并举行座谈会共同
探讨豫酒发展的前景和方向。

通过本次学习交流，大家对传承文化自
信、助力豫酒转型发展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对赊店老酒的未来发展也充满了信心。

（熊成强）

百名豫商走进赊店交流

八一建军节前夕，河南皇沟酒业牵手民
建开封书画院联合开展了“送文化进军营”活
动。

来自开封书画院的数十位知名书画家，以
特有的形式为广大解放军官兵献上一份贺礼，
以此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4周年。

活动现场，书画名家们为部队官兵创作了
上百幅书画作品，为官兵们送上了深深的节日
祝福。皇沟酒业开封运营中心经理赵恒表示，
爱国拥军是皇沟酒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面对
疫情、汛情，军人们不惧牺牲、奋勇向前，总是
冲在危险的第一线，全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令人感动和钦佩。未来，皇沟酒
业将一如既往地以各种形式积极支持军队建
设，推动军民融合发展。

当地驻军代表对皇沟酒业、民建开封书画
院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感谢，并表示，作为爱
心企业，皇沟酒业积极参与双拥共建，关心关
注子弟兵工作生活，生动践行了“军民一家
亲”。同时，面对疫情、汛情，皇沟酒业甘于奉
献，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受到了广泛称赞。
希望今后军企双方加强沟通，共创共建，为推
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朱震震）

皇沟开展军民联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