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7 年，王永华出生在新蔡县，2006
年 9月赴新疆财经大学市场营销专业学习，
随后在乌鲁木齐打拼十余年，2017年 7月，
受蔡洪坊酒业董事长李华伟邀请返乡出任
蔡洪坊酒业总经理，从此开启了一段酒业职
业经理人的生涯。

酒香情浓游子归

王永华透露，早在乌鲁木齐创业期间，
他就已和蔡洪坊结下缘分。当时，由于事业
发展顺遂，平时商务接待挺多，喝白酒自然
必不可少。每年春节回到新蔡，他也总要带
一些家乡特产——蔡洪坊酒回去招待新疆
的朋友，喝过的人都说很不错，再后来就专
门定制了一批酒作为自己的日常招待用酒。

或许正是这一段缘分，当李华伟向他发
出邀请时，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他即刻从
乌鲁木齐回到了新蔡，接棒蔡洪坊酒业总经

理一职，开启了与蔡洪坊酒荣辱与共的新征
程。

打好基础细谋划

到任蔡洪坊酒业的前半年，王永华通过
详细的市场调研和分析认为：蔡洪坊酒业要
想借势豫酒转型发展战略快速崛起，必须不
惜代价做出好产品，不遗余力讲好品牌故
事，不骄不躁打造好销售渠道。随后，在李
华伟大力支持下，他制定了蔡洪坊酒业发展
战略，从四个方面着力打好基础：

一是打好品质基础。王永华说，白酒是
消费品，更是入口的食品，要怀着一颗敬畏
之心抓品质，品质搞不好，其他再好都没
用。首先严苛要求酿酒原粮，其次是原酒至
少要存储三年以上才能灌装，同时承诺绝不
添加一滴食用酒精，并根据不同年份形成了
合理的原酒储存梯队，能够稳定持续地输出

高品质的产品，满足企业持续发展的需要。
二是打好产品基础。“精准定位品牌，

全面理清产品线。”王永华说，经过四年多
的努力，蔡洪坊酒业的价格体系已经确定，
腰部的蔡洪坊“手酿”“陈藏”系列是公司的
核心产品，蔡洪坊·天中文化名片定位高端
形象产品，市场表现也越来越好，大众口粮
酒“小粮液”主要满足乡镇和农村市场需
求。

三是打好市场基础。这几年，在抓好产
品和品质基础的同时，蔡洪坊酒业紧紧围绕
市场夯实渠道基础。一方面，建立自己的核
心客户群，打造了根据地市场 2000家以上
的团购客户、核心终端、联营体，在驻马店各
县区则发展了3000家以上的核心客户。另
一方面，加强终端覆盖，建立立体化的营销
格局。

四是打好团队基础。为此，王永华搭建

起一个以人为本的员工发展平台，将员工雇
佣关系向伙伴关系转变，同时与第三方智库
机构合作、完善内训机制，保持团队的生机
和活力，形成一支有战斗力、向心力、凝聚力
的团队。

胸怀激情有梦想

王永华说，蔡洪坊是一个区域白酒品
牌，虽然全国性的白酒品牌强势布局，但区
域白酒的市场潜力也不容小觑，讲好蔡洪坊
酒自己的品牌故事，做好自己的产品品质，
服务好自己的市场渠道，把控好自己的市场
终端，使蔡洪坊酒业的产业结构更合理、产
品质量更稳定、经济效益更高、综合竞争力
更强。相信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在
蔡洪坊人的共同努力下，蔡洪坊人有信心在
豫酒高质量发展的征途上，迎来一个明媚的
未来。 （朱西岭 李登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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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蔡洪坊 打造区域强势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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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美国 香飘海外

3600箱杜康酒漂洋过海远销大洋彼岸
近日，从洛阳杜康控股传来消息，近

3600箱杜康酒源和绵柔杜康产品，经洛阳
海关商检合格后，经由大连港顺利出口到
美国纽约和洛杉矶等地，新年来临之际众
多海外华人可以如愿喝上中华传统美酒
了。

据悉，作为中国历史名酒，杜康酒因为
由酿酒鼻祖杜康酿造而得名，距今已有
4000多年的历史，并且以其醇厚甘美的口
感和厚重悠久的文化，备受海外华人的追
捧。另一方面，杜康所代表的根源文化，与
海外华人寻根拜祖、思乡念家的情结不谋
而合，使得他们更加认同杜康、热爱杜康。

事实上，近年来杜康与海外市场保持

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而要说起杜康出口的
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1979年，杜康酒开始批量出口，1988年杜
康酒被驻外机构和社团作为接待用酒，用
于宴请所在国的贵宾，在海内外引起较大
的轰动，一度远销日本、美国、加拿大等数
十个国家。2012年，随着公司改制，洛阳
杜康控股有限公司成立，印制有“洛阳杜康
控股有限公司”字样的杜康酒自此开始远
销海内外。

新的时代，一杯醇厚浓烈的杜康酒，既
慰藉着海外华人的思乡情，也担当着文化
使者的重任，传承匠心，香飘海外，不断弘
扬着数千年的中国传统酒文化。（孟振峰）

近日，皇沟酒业与广东东道营销策划机
构在永城市皇沟酒业化庄酿造基地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皇沟酒业董事长高全友，党委
书记、副董事长张树强，总经理胡晓鸣，东道
营销策划机构创始人应新全、贺伟、钟婷婷
等参会。

会上，高全友就双方本次战略合作的主
要内容进行了背景说明，并对合作的内容提
出了具体要求。高全友表示，皇沟国永馥合
香酒文化庄园的投产和皇沟酒业荣膺豫酒

“五朵金花”，充分表明了皇沟酒业践行豫酒
转型发展战略和走向全国的目标和决心。
此次与广东东道战略合作，希望其能够结合
皇沟酒业的现状，从品牌、产品、组织等层面
深入优化企业的商业模式，加速公司发展，
助力皇沟酒业全力打造省酒一线品牌，并从
河南迈向全国市场。

东道营销策划机构创始人应新全，就企
业品牌定位及系统化构建皇沟酒业强势品
牌，从六个方面进行了生动阐述，希望通过
品牌的系统规划为皇沟酒业品牌助力，为公
司长远发展赋能。

随后，在皇沟酒业文化体验中心，双方
举行了合作启动仪式。 （乔仲凯）

皇沟酒业

牵手东道营销策划机构

近日，由河南广播电视台指导，大象新
闻主办，东方今报、猛犸新闻承办的“出彩
中原·2021年度品牌榜”榜单出炉，仰韶酒
业夺得四项大奖，同时，“新浪河南·2021
年度河南影响力品牌奖”发榜，仰韶酒业再
次上榜。

豫酒转型发展战略提出以来，仰韶响
应号召积极行动，通过深耕河南市场打造
出极具特色的豫酒名片——仰韶彩陶坊，
在市场上连年保持 30%以上的高增长，成
为豫酒振兴的标杆和领头羊，因此一举获
得“出彩中原·2021年度豫酒振兴突出贡
献奖”。

2021年，是仰韶文化发现与中国现代

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仰韶酒业以卓越的品
牌底蕴、创新的品牌营销、深入人心的品牌
内容与形式，彰显出独具一格的品牌传播力
与影响力，双花并蒂，一举摘得“出彩中原·
2021年度最佳品牌传播奖”和“新浪河南·
2021年度河南影响力品牌奖”。

2021年，在仰韶酒业党委副书记、仰
韶营销公司总经理郝惠锋带领下，公司始
终坚持“深耕省内市场、布局省外市场；18
个地市全线布局、同频共振”的营销方向，
坚持大单品规划，并经过精细的市场布局
和深耕，连续多年保持 30%以上的高速增
长，以领航者的姿态与时俱进，成为豫酒振
兴的砥柱力量。

2008年，彩陶坊·地利上市，作为仰韶
酒业推出的核心产品，十余年深耕不辍，已
然成为豫酒超级大单品，在市场上连续多
年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鉴于此，郝惠锋
被评为“出彩中原·2021年度领军人物”。

2021年，彩陶坊·地利进行焕新升级：
品质升级，更香、更陈、更柔；包装升级，更
美观、更典雅；红包升级，中奖率更高、金额
更大；代驾服务，喝酒赢代驾，酒后回家不
发愁。彩陶坊·地利第四代焕新上市，以产
品的焕新致敬时代，加强品牌影响力，为企
业的长远发展聚力赋能，因此，彩陶坊·地
利被评为“出彩中原·2021年度最受欢迎
产品奖”。 （黎明）

品质致胜 品牌荣耀

新年伊始仰韶酒业斩获多个行业荣誉

酒业资讯

日前，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专班一行走进
五谷春郑州营销中心进行了调研。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
专项工作领导专班组长刘满仓带领下，省工信厅、省市场
监管局、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广播电视台等成员单位
相关负责参与了本次调研和座谈。

调研期间，五谷春酒业董事长郑伟、总经理贾作斌详
细汇报了企业发展现状，重点介绍了公司上下加压负重、
深耕市场，2021年销售收入、税收均实现大幅度增长的情
况。随后，与会领导详细询问了公司旗下的金谷春谷系
列、醇系列的产品销售情况，督促企业要充分发挥郑州营
销中心窗口服务作用，进一步加大中高端产品的营销力
度，链接更多人群。同时，要加强宣传推介，营造消费氛
围，做好春节旺季销售工作。 （申明贵）

近日，宝丰酒业顺利拿到了由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
会颁发的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证书，这也是河南省首个获
得国家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的豫酒企业。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升宝丰酒品牌形象，加快转型升
级，宝丰酒业及早启动了由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开展
的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申请工作。2021年 12月 10日—
12日，由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组织的专家评审组一
行，莅临宝丰酒业围绕“宝丰酒”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进行
现场评审，认为其符合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的相关规定，
准予使用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标志。 （亚辉）

宝丰获得国家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证书

日前，寿酒集团在辉县市洪洲太行酒城举行了新乡市
重点客户答谢会暨寿酒新品发布会。

会上，寿酒集团总经理李峰向与会客商表示感谢，并
介绍了新一年公司的发展愿景；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牛广
杰，从生产工艺和质量把控方面，为与会经销商阐释了寿
酒未来产品质量之路；新乡区域经理赵利明介绍了新乡市
场的营销规划，表示要深耕市场，加大团购、酒店、婚宴等
促销力度，并从酒体设计、瓶型、包装、防伪等方面重点推
介了公司新品——52°百泉寿酒。 （东方）

寿酒集团举行客户答谢暨新品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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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为本 文化铸魂

赊店老酒荣登“2021年中国酒业百强榜”
2022年伊始，赊店老酒迎来了新年第

一 个 喜 讯 ：由 中 国 酒 业 杂 志 社 评 选 的
“2021年中国酒业百强”榜单正式公布，赊
店老酒荣誉登榜。

据悉，本次评选由中国酒业杂志社
组织专业记者、专家学者，从厂家硬实力
与软实力两个方面对企业的综合水平进
行评价，以规模、效益、市场、品牌影响力
为主要依据，以客观、公正的视角，全方
位、多角度评出年度行业生产型企业 100
强。

业内人士认为，赊店老酒能够荣登百

强榜单，是行业对赊店老酒实力的肯定，也
是市场对赊店老酒产品品质的认可。回首
这背后，百强之路的每一步，赊店老酒走的
都扎实而稳固。

一是匠心坚守，打造豫酒一流品质。
品质兴企，质量兴企做到极致。豫酒转型
发展至今，赊店老酒始终将“用良心做酒，
用仁心做酒，用匠心做酒”贯彻在酿酒相关
的各个方面。

二是文化推广，创一流价值品牌。文
化铸魂，讲好赊店故事。近年来，赊店老酒
大力实施品牌铸魂工程，讲好品牌中的文

化故事，不断提升品牌美誉度，提升消费者
对品牌的认可。

三是白酒文旅，打造中原第一酒乡小
镇。品千年历史，筑酒乡名镇。赊店酒乡
小镇特色文化创意园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
重视，被河南省发改委列入重点项目建设
计划，被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命名为“第八
批河南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2021年中国
酒业百强榜”是赊店老酒2022年交出的第
一张答卷，接下来赊店人将继续砥砺前行，
谱写2022年新华章。 （熊成强）

日前，宋河酒业与郑州凯日商贸公司联合打造的国字
宋河郑州形象店暨品牌体验馆正式开业。宋河酒业党委
书记、总裁朱景升，宋河酒业常务副总裁、营销总经理朱国
恩，凯日商贸董事长郭素勤出席了开业庆典。

郭素勤在致辞时说：“随着国字宋河品牌体验馆的开
业，未来将以店为阵地，以产品、文化展示为载体，通过美
酒品鉴、文化体验、品牌传播等服务，构建新型消费者生态
圈，从而在郑州市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国字宋河文化氛
围，助力豫酒更好地融入我们河南人的生活。” （利艳）

国字宋河郑州品牌体验馆开业

调研座谈 督促发展
——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专班调研五
谷春郑州营销中心

1月 8日—1月 10日，李渡酒业第五届国粉节在江西
南昌举行，以“文化李渡·造炬成阳”为主题，为国粉和合作
伙伴呈现了一场年度狂欢盛典。

公司相关负责人会上宣布，李渡酒业将联合公司所在
地的江西省进贤县李渡镇人民政府启动乡村振兴样板工
程，回报江西一流的营商环境。步入 2022年，李渡元代烧
酒作坊遗址也迎来了考古发现20周年，公司首次公布考古
20周年纪念 logo，李渡酒业总经理汤向阳还与考古领队
杨军视频连线，并和国粉代表、合作伙伴代表共同开启了
考古20周年的启动仪式。 （张楠）

李渡酒业第五届国粉节南昌举行

新年来临，豫坡酒业推出了新品——豫坡老基酒 2斤
装地之基“来一碗”，该产品由豫坡酒业精心酿制和勾调而
成，瓶身商标“来一碗”三个字，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
南省书法家协会刻字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文恺书写，是一
款兼具品质和文化属性的产品，一上市即赢得市场和消费
者青睐。

据悉，为庆祝新品上市，公司还联合河南日报传媒有
限公司、驻马店市作协等，推出了“迎元旦 说豫坡”有奖征
文活动，参与者可以“拿故事换酒”，最终评选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50名。 （徐登科）

豫坡举行“来一碗”新品上市暨有奖征文活动

五谷春酒业

全力备战春节销售旺季
岁末年尾，白酒旺季已拉开序幕，面对

紧张繁忙的生产任务，五谷春酒业生产一线
的员工们全力以赴抢抓生产，用行动和速度
备战春节销售旺季。

走进包装车间，映入眼帘的是专注细致
的神情，是敏捷熟练的动作，是匆忙有序的
脚步，是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此外，还有
一支特殊的队伍参与其中，他们是公司行政
后勤人员。进入第四季度以来，公司接到的
市场订单量急剧增加，交付时间紧、生产压
力大，“订单就是命令”，为缓解车间生产压
力，保质保量完成订单任务，公司领导班子
积极应对、周密部署，及时召开旺季生产动
员大会，紧急抽调30名素质高、能力强的行
政后勤人员增援到一线协助生产，大家不嫌
苦、不嫌累，充分发扬了“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精神，全力以赴助力一
线顺利度过生产高峰期。

“一切为了市场，一切为了生产！”公司
负责人表示，旺季奋战号角已经吹响，在公
司领导班子带领下，在全体员工团结协作、
奋勇拼搏下，五谷春酒业一定能打赢这场旺
季生产战役，为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
现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