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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夜市品寿酒”活动启动
进入 6月，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生活开始回归正常。寿酒集团在
新乡市、辉县市等豫北城市的街头及
时策划和推出了“我在夜市品寿酒”
活动，为大家送去了夏日福利。

▶皇沟酒业董事长荣获“商丘市
优秀企业家”称号

6月 10日，“2021年度商丘杰出
企业家发布会”在商丘广播电视台演
播大厅举行，皇沟酒业董事长高全友
荣获“2021年度商丘市优秀企业家”
称号。

▶省豫酒振兴领导小组一行调
研五谷春酒业郑州专卖店

6月 12日，省豫酒振兴领导小组
一行人到五谷春酒业郑州专卖店调
研。调研组一行走进展厅看陈列、问
销售，随后还和企业负责人进行了交
流座谈。

▶贾湖酒再次登上央视荧屏
6月 12日，贾湖再次荣登央视荧

屏，在农业农村频道《我的美丽乡村》
节目中精彩亮相。

▶省内文化名家走进五谷春酒
业郑州营销中心

6月 20日，省内文化名家和河南
省餐饮与住宿行业协会部分代表一
行 10余人，走进五谷春酒业郑州营
销中心参观品鉴，碰撞交流，共话合
作。

▶中国白酒仰韶文化科技论坛
成功举行

6 月 29 日，由中国酒业协会主
办，省豫酒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支
持，仰韶酒业承办的中国白酒仰韶文
化科技论坛暨中国酒曲探源传承专
家研讨会在国家4A级景区——仰韶

仙门山举行，国内白酒行业专家 100
余人齐聚盛会，探讨仰韶文化与制曲
技艺的传承与创新。

月

▶2022嵩山论剑·河南酒业精
英峰会举行

7 月 7日，在省豫酒振兴领导小
组办公室支持下，由河南日报社、河
南牧业经济学院联合举办的 2022
嵩山论剑·河南酒业精英峰会在登
封市举行。20余家豫酒企业掌门人
齐聚“天地之中”，与知名学者、经济
学家、行业专家一起，围绕“创新营
销方式 打响豫酒品牌”主题，深度
交流对话，共同探索豫酒振兴的新
思维、新方法、新路径，并集体宣读
了《豫酒振兴嵩山宣言》，共图豫酒
振兴大业。

▶贾湖美酒再获国际金奖
7月初，素有“烈酒奥运会”美誉

的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奖
赛在比利时开幕，贾湖酒业集团旗下
产品凭借过硬的品质在大赛中脱颖
而出，分别获得两枚金牌、一枚银牌。

▶赊店总工荣获“十大杰出工
匠”称号

近 日 ，由 南 阳 市 政 府 主 办 的
“2022年南阳市企业家节表彰大会”
举行，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兼总工程师王贤位列其中，荣获南
阳市 2021 年度“十大杰出工匠”称
号。

▶皇沟馥合香·天馥荣获中国酒
业“青酌奖”

近日，中国酒业酒类新品最高
奖——2021年度“青酌奖”颁奖典礼

在四川省泸州市举行，皇沟馥合香·
天馥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以及良好
的市场口碑从众多参选品牌中脱颖
而出。

▶天明民权被评为“技术创新示
范企业”

近日，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下
发了《2021年—2022 年河南省技术
创新示范企业复核评价结果的通
知》，天明民权葡萄酒有限公司凭借
超前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业绩成
功通过复评，成为商丘市唯一一家获
此殊荣的企业。

▶省豫酒振兴领导小组调研宝
丰酒业

7月 26日，省豫酒振兴领导小组
一行到宝丰郑州营销公司调研。调
研组一行先后参观了开放式现代化
办公区、网络直播间、定制中心以及
文化、产品展示区，并了解产品销售
情况。

▶“活起来的仰韶文化”品牌推
介会举行

7 月 27 日，“豫酒振兴，文化赋
能——活起来的仰韶文化”品牌推介
会在灵宝市举行。省市县相关领导，
国内考古专家，以及灵宝地方代表等
200余人出席。

月

▶洛阳杜康白酒研究中心正式
成立

日前，由河南省白酒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汝阳）与洛阳杜康控股有限
公司联合成立的洛阳杜康白酒研究
中心签约揭牌仪式在汝阳县先进制
造业开发区科创大厦举行。

▶蔡洪坊助力家乡学子圆梦大学
8 月 15 日，新蔡县举行 2022 年

普通高招优秀学子代表座谈会，蔡洪
坊酒业总经理王永华代表公司向学
子们捐赠人民币 10万元，助力家乡
学子圆梦大学。

▶豫酒企业精彩亮相郑州糖酒
会

8 月 18 日—20 日，为期三天的
2022郑州秋季糖酒会在郑州会展中
心举行。仰韶、五谷春、宝丰、皇沟、
寿酒、贾湖、蔡洪坊等豫酒骨干企业
品牌积极参展，展示了豫酒风采。

▶五谷春酒业举行文化新品研
讨会

8月 23日，五谷春酒业举行文化
新品研讨会，会上围绕乌龙豫鉴、无
量、金谷春谷 52三款文化新品进行
探讨。

▶仰韶品牌升级发布会郑州
举行

8月 31日，以“文化仰韶新征程”
为主题的仰韶彩陶坊天时品牌战略
升级发布会在郑州举行。会上，仰韶
酒业立足未来 10年乃至 20年，提出
了新的发展布局和品牌升级计划，目
标是打造“高端文化白酒”。

月

▶赊店老酒启动百场客户答谢
会

9 月 1日，赊店老酒百场客户答
谢会正式启动，随后依次走进南阳、
郑州、洛阳、驻马店、商丘、平顶山等
地，累计举办了超百场。

▶“99公益日”金星集团再行动
在一年一度的“99 公益日”之

际，金星集团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力
所能及地参与公益日募捐活动，向公
益账户募捐30000元，让困难群体感
受到人间关爱。

▶河南日报全媒体豫酒行走进
寿酒新乡营销中心

9 月 16日，“河南日报全媒体豫
酒行”活动再次启动，来自河南日报、
大河报、顶端新闻等媒体人员走进位
于新乡市的河南寿酒集团营销中心
进行了参观拍摄。

▶仰韶荣获“全国慈善会系统榜
样”爱心企业

9月 26日，河南省慈善联合总会
在福彩大厦举行了 2021 年度“全国
慈善会系统榜样”河南先进典型授牌
活动，省慈善联合总会会长邓永俭向
仰韶酒业颁发证书并授牌。

▶蔡洪坊举行红高粱丰收节
9月 27日上午，“粱成美景·醉美

新蔡——2022蔡洪坊酒业红高粱丰
收节”在新蔡县举行。通过活动，邀
请消费者走进蔡洪坊酿酒原粮种植
基地，让大家感受蔡洪坊人对品质的
坚守。

▶百泉春“喜迎国庆”乒乓球赛
举行

国庆前夕，为进一步提升俱乐部
成员的个人技术和整体水平，寿酒集
团旗下的百泉春乒乓球俱乐部举办
了一场“喜迎国庆”百泉春乒乓球比
赛，寿酒集团名誉董事长周明新出席
赛事。

▶仰韶酒业走进襄阳开启全国
化布局新征程

9月 29日，以“中国仰韶，陶醉襄
阳”为主题的仰韶彩陶坊襄阳市场产
品上市发布会成功举办，仰韶彩陶坊
藏 15、藏 18、藏 25 系列产品在襄阳

正式亮相。

月

▶省豫酒振兴领导小组年度工
作会议举行

12月 9日，省豫酒振兴领导小组
年度工作会议在郑州举行。来自省
政府、省豫酒振兴领导小组各成员单
位相关厅局的领导及 12家豫酒重点
企业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通
报了近年来豫酒振兴发展的工作情
况，并对接下来的春节旺季销售和明
年的发展规划做出了部署。

▶豫酒整体宣传广告语全国征
集活动启动

12月 9日，由省豫酒振兴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办，河南日报社、河南广
播电视台承办的面向全国有奖征集
豫酒整体宣传广告语 Slogan、“豫酒
振兴”专用标识活动在郑州启动，活
动反响强烈，启动短短 1个月就已收
到数千人投稿参与。

▶五谷春酒业入选省级工业设
计中心

12 月 20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公示了河南省第五批省级工业设计中
心名单，信阳市有4家企业入选，五谷
春酒业省级工业设计中心榜上有名。

▶贾湖斩获两枚国际烈酒大赛
金奖

12月底，备受关注的 2022ISGC
国际烈酒（中国）大奖赛在贵州举行，
贾湖酒业再次应邀参赛。在与国内
众多知名烈酒的 PK对决后，贾湖酒
业旗下参赛的贾湖·酒海年份 10和
贾湖·酒海年份 20，最终力压群雄脱
颖而出，斩获两枚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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