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最美豫酒工匠”系列报道③——五谷春酒业/徐元利

1984 年,徐元利进入河南五谷春酒业
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刚一接触白酒酿造他就
被这一传承千年的技艺所吸引，尽管当时什
么都不懂，但还是凭借着满腔的热情勤学苦
练、刻苦钻研，一步步成长为酿造生产技术
方面的管理能手、国家级酿酒师。

开展技术创新 提升产品品质

参加工作 30多年来，徐元利经历了多
次企业工艺调整、工艺参数变更。每次调
整，他都会带领生产技术人员积极进行实
验，详细记录操作过程及各项工艺参数，对
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总结，积累了丰富的白酒
酿造工艺操作经验。从原辅料质量、粉碎粒
度控制、粮醅配比到上甑蒸馏、量质摘酒、摊
凉加曲、入窖发酵等，每个工艺操作步骤他
都了然于胸。

不仅如此，工作中他还不断总结分析，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酿造工艺操作流程，并对
这些实践经验进行梳理，结合生产实际进行
提升，进而开展技术改造和创新。多年来，
他参与或主持改造的技术项目有拌料机升
级改造,黄泥压边、黄沙压灌封窖革新,酿造
冷却水回收利用等，在稳定工艺参数、降低
劳动强度、节能降耗、提质增效等方面作出
了积极贡献，最终也有效提升了产品品质。

加强学习培训 提高团队素质

俗话说：酿酒先修德，做事先做人。作
为一名生产技术管理人员，在不断加强自身
学习的同时，徐元利十分重视学习型团队的
建设。结合生产实际，他制订了详细的培训
计划，利用生产淡季、学习日、生产调度会、
质量分析会等，组织酿造团队学习法律法

规、制度标准、酿造理论、工艺规程要领、岗
位操作技能、节能降耗分析、质量提升因素
等专业知识。一方面努力提高团队成员的
思想政治素质，弘扬爱岗敬业精神；另一方
面努力提升团队成员的业务操作技能、节能
环保水平和安全生产意识。

此外，他还时常组织开展岗位练兵、技
术比武，造就了一支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技
术娴熟、高效精干的酿造生产队伍。

传承酿酒技艺 壮大技术队伍

徐元利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必
须充分发挥团队的集体智慧和力量。为此，
他坚持每天深入酿造生产一线，和同事们打
成一片，现场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
难，遇到技术难题及时沟通、集思广益，必要
时组成小组联合攻关，既提高了工作效率，

也增强了团队凝聚力。他关心年轻员工，经
常热心传授他们经验和技术，把多年来摸索
的先进操作方法及所学技术知识毫无保留
地传授给新人，并培养他们勤学习、善思考
的好习惯，在公司技术团队里营造出勤学技
术、苦练本领的积极氛围，培养了一批技术
能手和技术骨干，有效促进了五谷春酒业酿
造工艺的传承与发展。

30多年来，徐元利专心专注于五谷春酿
造事业，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在平凡的岗位
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先后荣获信阳市五
一劳动奖章、信阳市劳动模范等荣誉。他说：

“五谷春能有今天的辉煌，我仅是尽了自己该
尽的一份力，未来我将继续发扬一生做好‘一
杯酒’的精神，善学习、勤钻研，精益求精、勇
于拼搏，不断提高技术水平，为五谷春酒业的
美好明天作出新的贡献。” （朱西岭）

专心专注 匠心酿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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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爱心 共筑希望

赊店老酒“爱心共筑学子梦”金秋助学仪式举行
8月 30日，2021年赊店老酒股份有限

公司“爱心共筑学子梦”金秋助学捐赠仪
式在该公司会议中心落幕。

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单森
林、总经理李刚、工会主席杨玺玉等出席
了本次活动并发表了主题讲话，为现场 16
位困难且成绩优异者（本科及以上）职工
子女发放了爱心助学金，帮助他们追逐更
高的人生理想。

据悉，活动由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司
工会主办，是公司体职工情、解职工忧、帮
职工困的又一重要举措，也体现了赊店对

公益事业的热心和支持。
董事长单森林在捐赠仪式上表示：赊

店老酒在稳步发展的同时，始终不忘社会
责任与担当，并力所能及地为各类社会公
益事业贡献力量。长江后浪推前浪，每一
位优秀学子，都将在不久的未来成为社会
发展的后备力量，能够帮助他们完成学
业，实现大学梦，是赊店老酒义不容辞的
责任和义务。

同时，赊店老酒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关注困难家庭学生，为弘
扬社会正能量作出示范和努力。 （熊成强）

赊店老酒金秋助学金发放仪式

截至 8月，“彩陶坊·天时”上市已经三
周年，在这三年里，“彩陶坊·天时”得到市
场和行业高度评价。

2018 年 8 月 28 日，在保持原有彩陶
坊系列大单品市场份额稳步提升的基础
上，仰韶酒业对彩陶坊·天时产品进行裂
变升级，推出了彩陶坊·天时太阳、月亮、
星星系列产品。自此，仰韶拉开了豫酒冲
击千元价格带高端市场的帷幕。

2019 年，为探寻新的高端市场，仰韶
酒业为彩陶坊·天时系列产品，搭建了高
端社交平台及社会资源共享平台——“天
时荟”，精准营销“成大事、应天时”的品牌
内涵，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宴会模式——以
多元品鉴、技艺表演、文化分享等形式，营
造体验式品鉴场景，让彩陶坊·天时的产
品文化在润物细无声中引人关注，开拓了

层次丰富的市场格局。
2020年，仰韶酒业再次构建品牌势能

体系，围绕“名酒化+高端化+新表达”作
为高端白酒进阶的核心驱动力，不断培育
核心圈层。同时围绕彩陶坊·天时与多位
大商达成合作，开启了携手大商共同拓市
的发展模式，通过一系列市场动作，使名
酒、名商、名企彼此之间的圈子逐渐构建
成型，并成为一个完美闭环，拉高了豫酒
行业天花板。

2021 年，仰韶酒业对彩陶坊·天时市
场运作模式再次革新，以消费者为王，构
建发展三大运营模式，实现产品快速动
销。导入“星海联盟”新型营销模式，以团
队为载体，以人才为触角，多措并举实现
2021年彩陶坊·天时酒“可持续、高质量、
快发展”的营销突破。如今，彩陶坊·天时

日、月、星系列已成为集品质、颜值、文化
于一身的高端产品，引领着高端豫酒跨入

“千元时代”。
（黎明）

上市三年 闪耀业界

“彩陶坊·天时”引领豫酒跨入高端市场行列

彩陶坊·天时日、月、星系列

9月 1日，皇沟酒业永城办事处全体工
作人员齐聚皇沟文化演播厅举行中秋会战
誓师大会，决心利用60天时间，大干强干，
做好节日期间的产品销售。

皇沟酒业总经理、营销公司执行董事胡
晓明在会上表示，历史上永城一直有酿酒的
传统，酿酒也是皇沟人千年的传承和名片。

作为豫东的白酒代表品牌，在一代代
皇沟人的努力和坚持下，皇沟酒的品质和
品牌不断得到提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品
尝到了地地道道的皇沟酒。只要实实在在
酿好酒，实实在在地为消费者做好服务，就
一定能得到消费者的支持，他希望永城办

事处拿出以往那种“有旗必扛，有困难必
上”的精神，勇于担当、敢于担当，打一场漂
漂亮亮的销售战。

皇沟酒业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张树
强从精神层面对大家进行加油打气。他
说：“永城办事处是一个有战斗力、活力
四射、风清气正的团队，有决心、有信心
才会有事业的持续发展。中秋酒水销售
旺季在即，希望永城办事处的同志们，认
真学习公司董事长高全友提出的‘用心
做事、真心待人、勤俭敬业、以德为本’要
求，脚踏实地做好各项工作，为迎战旺季
作出贡献。” （仲凯）

大干强干 决胜旺季

皇沟酒业举行重点市场中秋会战誓师大会

皇沟酒业永城办事处中秋会战誓师大会现场

近日，2021中国白酒挑战赛CBC在京落
下帷幕，数百款酒水通过激烈角逐向金奖发
起冲击，经过专业的评比共产生 62枚奖牌，
其中，洛阳杜康控股旗下产品——酒祖杜康
15窖区，以出众的酒水品质和口感一举荣获
金奖。

据介绍，中国白酒挑战赛是北京国际酒
类交易所2020年发起的行业赛事，是中国首
个针对中国白酒品类、全部由渠道企业和行
业媒体担任评委的白酒评比赛事，旨在以市
场导向奠定评比标准，将评审结果直联采销
机会。

本次评审，来自北京的 30名流通经销、
商超零售、餐饮和行业媒体领域的评委参与
了品鉴打分，他们结合“酒水品质”“产品包
装”“酒瓶设计”及“性价比”等四大维度进行
了综合评定。评比期间，酒祖杜康15窖区一
经亮相便广受好评，其“酒体无色透明，干净
透亮；窖香浓郁醇厚，口感柔和细腻，风格幽
雅自然”的产品特点，属于典型的“老酒味，中
国风”，赢得评委们一致好评。

作为洛阳杜康控股重点打磨的产品，酒
祖杜康 15窖区工艺上采用的是“老池酿造”
和“分区发酵”，并在用千年古桑窖泥培育、拥
有50年以上窖龄的老窖池中固态发酵，产品
具有“醇厚、甘美”的传统酒体风格，彰显了杜
康高端白酒品牌全新的价值主张。（孟振峰）

酒祖杜康

获中国白酒挑战赛金奖

酒业资讯

19家白酒上市公司半年报“出炉”
近日，白酒行业半年报数据“出炉”，19家白酒上市公

司陆续公布了自己2021年半年报成绩单。
从营收规模来看，上半年有4家白酒企业营收过百亿，

分别是贵州茅台营收490.87亿元、五粮液营收367.52亿元、
洋河股份 155.43亿元、山西汾酒 121.19亿元。3家企业营
收超过 60 亿元，分别是泸州老窖 93.17 亿元、古井贡酒
70.07亿元、顺鑫农业 65.36亿元。8家营收在 10亿~40亿
元之间，分别是今世缘38.51亿元、舍得23.91亿元、口子窖
22.43亿元、迎驾贡酒 20.86亿元、水井坊 18.37亿元、酒鬼
17.14亿元、老白干 16.52亿元、伊力特 10.31亿元。剩余 4
家企业营收不足10亿元，分别是金徽酒9.72亿元、青青稞酒
5.79亿元、金种子酒5.54亿元、皇台酒业0.25亿元。（宗和）

寿酒集团秋季酿酒开工仪式举行
8月 31日，河南寿酒集团 2021年秋季酿酒开工仪式

举行。当天9时 19分，寿酒集团总经理李峰宣布秋季酿酒
正式开始，随后酿造车间各班组出池、拌料、上甑等精细操
作后，2021年秋季第一缕原浆寿酒缓缓流了出来。

李峰表示，秋季酿酒开工仪式，是寿酒集团对“坚守纯
粮酿造、坚持品质至上”的生动诠释，也是寿酒集团对“坚
守匠心、不忘初心”工匠精神的传承，要以此次秋酿为契
机，从原料、工艺、酿造、贮存等各个环节，进一步提升酿造
技艺和工艺规范。 （东方）

日前，五谷春酒业党委书记、董事长郑
伟、财务总监吴伟一行走进信阳市昌东商贸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东商贸”）参观交流学
习，得到该公司董事长程继东、副总经理黄小
雨热情接待，双方围绕开发“茶酒”和“茶+
酒”礼盒产品等相关事宜进行了深入探讨。

研讨会上，程继东表示，五谷春酒业是五
粮液旗下的子公司，公司生产的产品凭借卓
越的品质、优质的服务深受广大消费者喜
爱。昌东商贸旗下的“豫信茶业”品牌，创立
于 2005年，历经十多年的发展，现已成为集
研发、种植、加工、储藏、销售于一体的大型茶
业生产企业，拥有豫信、金牌昌东和程师傅三
大知名茶叶品牌，这为两家公司强强合作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郑伟表示，信阳毛尖是中国十大名茶，河
南省及信阳市著名特产，“豫信茶叶”是信阳
毛尖的知名品牌，和五谷春酒业有着广泛的
合作基础，两家企业渠道及客户群体也高度
互融，随着消费者对时尚、个性、健康产品的
追求趋势，茶酒结合已成为消费大升级背景
下的消费新需求。

据悉，接下来双方将围绕茶酒融合发展
这一趋势，强强联合，携手发展。 （王伟）

五谷春酒业

探索茶酒融合发展新思路

宝丰酒业“光彩助学”再捐40万元
近日，2021年宝丰县非公经济人士“光彩助学”捐助仪

式举行，宝丰酒业副总经理翟耀克出席仪式，并代表公司
捐款40万元。

据悉，多年来宝丰酒业积极参与爱心助教、光彩助学
等公益活动，2018年在宝丰县二高和张八桥镇一中设立

“宝酒实验班”，建立了“光彩助学”专项资金，并向教师发
放各项福利，截至目前在捐资助学方面捐款捐物已达 800
余万元，赢得社会各界广泛赞誉，并被政府部门授予“爱心
企业”荣誉称号。 （南亚辉）

周口“万人助万企”调研组走进宋河酒业
8月 26日上午，周口市“万人助万企”鹿邑调研座谈会

在宋河酒业公司召开。
调研期间，来自周口市法院、金融管理局、工信局等单

位的负责人，深入宋河酒业生产车间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
营情况，随后的座谈会上，宋河酒业董事长朱文臣作为地
方企业代表之一作了发言，他重点汇报了疫情期间企业

“保生产、保运营、促稳定”采取的相关措施，希望借助“万
人助万企”活动，顺利完成公司经营业绩的“倍增计划”，推
动宋河酒业持续、稳健发展。 （利艳）

贾湖酒业举行“度夏酒”开窖启动仪式
日前，贾湖酒业举行了2021“度夏酒”开窖启动仪式。
俗话说，“春不捕鱼、夏不酿酒”，夏天是白酒行业的“压

窖”时间，即让酒醅在窖池中持续发酵，压窖时间的长短直接
关系到酒的品质好坏。为了提升产品品质，贾湖酒业将原本
两个多月的压窖时间延长到了150余天，产生的有机酸、酯
类等香味物质更加丰富，所酿的酒窖香更醇厚，粮香更幽雅，
酒体更丰满，回味更悠久。

活动期间，贾湖酒业总工程师王永亮还演示了“看花摘
酒”绝技，并向大家展示了“度夏酒”的好品质。 （侯伟）

民权葡萄酒推出太极主题产品
日前，天明民权葡萄酒以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产

品口感，得到了太极拳大师陈小旺青睐，并牵手合作。
近年来，太极拳走遍世界，成为河南文化的优秀代表之

一。天明民权葡萄酒，则是一个有着64年历史的河南老字
号品牌，在其6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将养生理念潜移默
化地注入到了产品的研发中，成为地产葡萄酒产品的主要代
表。本次合作，天明民权葡萄酒融合太极文化主题，为陈小
旺大师量身打造了3款定制版葡萄酒产品，由此开启了太极
文化与葡萄酒相结合的养生之道。 （田宇）

老家河南酒有奖征集活动启动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就要

到了，在这样一个象征团圆的日子里，你是不是对老家有
了更深的思念？经历了暴雨和疫情的你，对于团圆是不是
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自 9月 1日起，老家河南酒业“中秋故事”有奖征集活
动正式启动，关注“老家河南酒业”客服微信备注“中秋”发
送作品即可报名参赛，9月 15日截止。参赛作品要求体现

“老家、月亮、故人”，题材不限，文字形式不限，长度不限
（散文、诗、词、赋等优秀文学作品）。 （陈裴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