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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业商报

舌尖上的仰韶：一瓶好酒一生朋友
河南商报讯 （记者 陈薇） 认识仰韶酒，缘于一次
朋友的“种草”。
上世纪 90 年代，河南人物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河南省中视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主任、河南省收藏家
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兼文创部部长罗国安与一名多年未
见的老友相聚。从百里之外赶来的朋友，一见面就从包
里掏出一瓶“光肚”仰韶，告诉罗国安，这是他在三门峡
出差淘到的宝贝。
尽管包装不是那么显眼，但倒入杯中酒香四溢，两
人说起往事历历在目，仰韶酒醇香的味道，成为这次两
人叙旧唯一的见证者。
再次被仰韶酒惊艳到，依然是一次朋友小酌。只是
这时候仰韶酒不再是昔日的“光肚”，变成了独特的葫芦
形状的包装，上面一两 70 度的酒头、下面九两 46 度的柔
和仰韶彩陶坊。朋友让他分别品尝了凛冽的酒头与绵
柔的窖藏，然后将二者调和一番，形成一瓶只属于这次

聚会的仰韶味道。
与仰韶酒相伴 20 多年，尽管酒的包装已经与往昔
不同，然而，仰韶酒独特的中华陶香型，却一直印在罗国
安的味蕾上。在罗国安心中，仰韶酒就像是一名安安静
静的姑娘，什么时候喝起来，清冽甘甜的滋味都不会让
他失望。因此，罗国安宴请朋友，也会经常选择仰韶
酒。尽管一些外地朋友可能还没有听说过仰韶酒，然而
一杯入喉，不少朋友就如同 20 年前罗国安被“种草”仰
韶酒一样，很快就爱上了这酒的滋味。
2019 年，应仰韶朋友之约，喝了 20 多年仰韶酒的罗
国安终于得到了去仰韶酒厂参观的机会。
从万吨恒温酒窖、酿酒车间、生产车间、恒温酒库、
仰韶文化博物馆等多个维度，罗国安了解了仰韶酒企业
文化、彩陶坊酒的生产工艺和流程、陶香型白酒的风味
特点，这让他陶醉在仰韶酒文化的独特魅力中。
这一路罗国安感慨良多。特别是仰韶酒厂的发展
历史、仰韶文化的发掘和彩陶坊酒复杂的酿造工艺、仰
韶人一生只为酿一瓶好酒的追求，让他这个与仰韶酒结
缘多年的人颇为感动，一杯好酒的背后原来是一代又一
代仰韶人默默的努力。
然而，酒香也怕巷子深。罗国安觉得，借助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东风，在黄河边的仰韶酒也

第 27 届郑州国际糖酒会将于 4 月 26 日亮相

第 27 届郑州国际糖酒会新闻发布会在郑州召开

河南商报讯 （记者 刘开银） 2021 年 1 月 9 日 下
午，第 27 届中国（郑州）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简称“第
27 届郑州国际糖酒会”
）新闻发布会在郑州召开。本
届 展 会 将 于 4 月 26 日 开 幕 ，据 郑 州 糖 酒 会 组 委 会 透
露，为满足广大企业需求，本届展会将新增展览面积
18000㎡，规划总展览面积 66000㎡，将实现郑州国际
会展中心 1 号馆、2 号馆满馆展出，计划邀请 1900 多家

需要唱出时代强音，这位养在深闺的好姑娘，值得更多
人去认识她。同时，罗国安表示，愿意为仰韶酒代言，支
持豫酒振兴，支持豫酒领头羊企业仰韶酒的快速发展。

本期嘉宾
罗国安 河南人物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智库建设 再获突破

国内外酒类、食品、饮料及食品设备制造企业携新品、
珍品精彩亮相。
届时，中国名优酒展、国际葡萄酒展、精酿啤酒展、
休闲食品展、进口食品展、饮料展、调味品展、食品机械
展 8 大主题展将一并绽放，百余个品类、万余款新品将
同台亮相，共同打造郑州糖酒会发展史上最强品类阵
容。作为 2021 郑州春糖的重要创新举措，2021 第一届
中国（中部）国际精品葡萄酒展、中国（中部）国际精酿
啤酒展，以及进口食品展将成为本届郑州糖酒会最大的
亮点和看点。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加快构建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
的重要阶段，郑州糖酒会打造的专业广阔平台为所有酒
类、食品、饮料、食品加工设备参展企业融入双循环创造
了良好契机。郑州糖酒会是国内外食品企业、品牌产品
布局中国市场的必参例会。在新发展格局之下，郑州糖
酒会将与广大酒食厂商一道，共享发展机遇，聚势破局
迎新，构建新食业，助力双循环，尤其是今年新增的“中
部精品葡萄酒展”
“ 中部精酿啤酒展”
“ 进口食品展”三
大创新板块，将给 2021 郑州春糖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
和更多全球好产品。全新升级的 2021 郑州春糖将是郑
州糖酒会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宋代官窖酒挺进中原 展现宋式生活文化
河南商报讯 （记者 刘开银）2021 年 1 月 9 日，宋代
官窖酒郑州上市发布会暨 2021 年首届“宋式生活”文
化论坛在郑州盛大举行。
宋代官窖酒是酒中酒集团的高端系列品牌，诠释
着源自宋朝的大国品味和文化智慧，此次挺进中原大
地，为消费者再现了宋代辉煌盛世与国酒风范。品味，
既存于古代，也存于现代，它站在时光的内里，向我们
诉说美的风采。
活动现场，身着宋代华服的模特，以宋式生活之礼
展示宋代服装的清雅精致；与宋代礼乐、诗词等场景融
合下，宋代官窖·流香、酒中酒和酱多多等酒品大秀，给
现场嘉宾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宋服美酒大秀。宋代
官窖，行酿酒之音，传雅宋之风，载白酒礼乐文化，以大
国品味、传世酱香，在郑州市场隆重上市，是宋代官窖进
军中原市场的重要里程碑。

宋代官窖酒郑州上市

2019 年罗国安（右）到仰韶酒厂参观

仰韶酒业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正式获批

仰韶酒业博士后研发基地

河南商报讯 （记者 刘开银） 日前，由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0 年河南省博士后工作座谈会
暨新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授牌仪式”在许昌举行，河南
仰韶酒业有限公司（简称“仰韶酒业”
）以强大的人才队
伍、亮丽的科研成绩和骄人的营收数据，成功跻身河南
16 家新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榜单，并且也是豫酒行业里
唯一新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企业。
据仰韶酒业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吸引人才、培养
人才以及践行人才兴企、科技兴企战略，早在 2015 年 1
月，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准，仰韶酒业重点打
造的博士后研发基地就已挂牌运行。经过近几年的快
速发展，如今其博士后研发基地已建成 1000 平方米研发
场所，并投资 2000 余万元购置了先进的仪器设备，引进
了酒行业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学科带
头人和技术骨干。
借助博士后研发基地平台，仰韶酒业先后与江南大
学、河南大学、郑州轻工业大学、中国酒业协会等机构深
度合作，先后解决了制曲、窖池、工艺、酒体设计等一系
列技术难题，独创了“九粮四陶，多香融合”的酿造工艺，
酿出了兼具“醹、雅、融”风格的陶融型白酒，构建了一套
完整的陶融型白酒制曲工艺体系、陶融型白酒发酵工艺
体系、陶融型白酒后处理工艺体系和陶融型白酒风味评
价体系。
截至目前，仰韶酒业共培养博士后 1 人、硕士研究生
5 人、高级工程师 2 人、工程师 10 人、高级技师和技师共
76 人，新增国家级评委 5 人、省级评委 11 人，展现出了豫
酒振兴的仰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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