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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酒振兴AⅠ·07

月

1月2日，漯河市人民政
府发布《关于促进全市白酒
业快速发展的实施意见》，并
拟定了3-5年的发展规划。

1月19日，百泉春酒业
在辉县太行酒城举行“2018
首届中国寿酒文化研讨会暨
河南寿酒集团揭牌仪式”，百
泉春酒业正式更名为河南寿
酒集团有限公司。

月

2月 9日，《洛阳市促进
杜 康 转 型 升 级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年）》出台，加大
推进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司
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月

3月2日上午，南阳市白
酒业转型升级推进会召开。
会上宣布了《南阳市扶优扶
强赊店老酒推进酒业转型发
展 行 动 计 划（2018-2025
年）》，全面总结了南阳白酒
产业的发展情况，明确提出
要把赊店老酒建成省内白酒
领军企业，并跻身全国名酒
行列。

3月22日，第98届全国
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成都开
幕，在省商务厅统一组织下
省内15家骨干豫酒企业以

“河南展团”的名称组团参
会，弘扬豫酒文化，传播豫酒
品牌，助力豫酒走向全国。

月

4月17日-18日，“中国
酒业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第七
次（扩大）会议”在京召开，由
中国白酒工艺大师、国家级白
酒评委、仰韶酒业董事长侯建
光带队攻关的《创新陶融型酿
造工艺提高酒体融合度的研
究及应用》获得“2017年度中
国酒业协会科学技术奖”，连
续三年摘得中国酒业至高科
技荣誉。

4月22日，“我为豫酒代
言——‘国字宋河’杯河南省
第二届民间品酒大奖赛”再
次启动，并以赛制升级、规格
升级、奖金升级、规模升级四
大升级，礼遇每一位积极参
与比赛、积极代言豫酒的消

费者。
4月23日，河南五谷春

酒业在信阳淮滨召开以“共
商、共建、共赢”为主题的乌
龙老窖系列新品发布会。

月

5月5日晚上，河南寿酒
集团冠名的2018中超联赛
河南建业足球队首场比赛
开赛。

5月12日上午，张弓酒
业全程协办的2018全国六
省市乒乓球俱乐部邀请赛在
宁陵县体育馆开幕，通过与
体育高端赛事结合，有力提
升了张弓品牌。

5月25日，河南五谷春
酒业公司申报的“河南省五
粮浓香固态酿造发酵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和“信阳市重点
实验室”获得批准并授牌。

月

6月5日-6日，贾湖酒业
集团通过中食联盟（北京）认
证中心白酒产品质量等级国
优认证现场评审，这是贾湖
酒业集团连续十年坚持提质
升级做持续质量国优放心好
酒的体现。

6月16日晚，赊店元青
花十年之约群星演唱会在河
南省体育中心开唱，演唱会
充分展示了赊店元青花的品
牌魅力，同时也为豫酒振兴
增添了积极氛围。

月

7月4日下午，河南皇沟
集团与中铁四局皇沟工业园
EPC总承包项目签约仪式在
永城市经济开发区会议中心
圆满举行，这标志着皇沟工
业园项目全面启动。

月

8月2日，全省白酒业转
型发展推进会在郑州召开，
会议由省人民政府副秘书
长李涛主持，他宣读了《河
南省转型发展攻坚领导小
组办公室关于成立河南省
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
领导小组的通知》，会议总
结了2017年以来白酒业转

型发展取得的成效，安排部
署了下一阶段的工作，并对
全省白酒业“五朵金花”“五
朵银花”“五大酒商”企业进
行了表彰授牌。

8月28日上午，“转型升
级，仰韶再出发——彩陶坊
天时新品上市发布会暨郑州
彩陶坊中秋客户联谊会”在
郑州举行，省白酒业转型发
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相关领
导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3000名经销商共同见证了
彩陶坊天时系列新产品上市
的盛况。

8月31日，全省白酒业
转型发展营销工作座谈会在
郑州召开。会议重点研究、
部署了全省白酒业下半年销
售、推广工作。

月

9 月 4日~5日，省白酒
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刘满仓带领省工
信厅、省食药监局、省商务
厅等省直相关单位以及五
朵金花、银花企业董事长、
总经理一行21人赴山西杏
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考察调研。

9月12日晚，河南省第
十三届运动会在周口市体育
中心开幕。国字宋河作为指
定用酒，以醇香的美酒礼遇
体育精神和省内外与会嘉
宾、运动员。

9月19日，在宋河酒业
的创意推动下，豫酒首个独
立 IP 宋瓷（ChinaSong）惊
喜上线，是豫酒里程碑式的
创新。

月

10月10日~12日，宝丰
酒厂举办70周年系列庆典
活动，共话清香宝丰荣耀征
程。本次庆典分为“文化庆
典”“封坛大典”“城市论坛”

“宝丰酒嘉年华”四大篇章。
10月 17 日，2018 戊戌

年酒祖杜康·封坛大典在古
都洛阳举行。

10月17日上午，皇沟酒
业建厂六十周年庆典在永城
市皇沟酒业举办。庆典由馥
合香品类论坛、新厂区参观、
祭汉酒先祖、馥合香新品上
市发布、重量级嘉宾演出等

环节组成。
10 月 24 日，由省白酒

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办、河南省商
务厅承办的“醇香河南，豫
满中华——河南名酒推介
会”在长沙举行。17家豫酒
骨干企业携带各自主打产
品亮相，并向来自全国的媒
体进行了展示。

10月 30日上午9点29
分，“礼遇中国五十年——宋
河酒业建厂五十周年庆典暨
2018封坛大典”，在河南省鹿
邑县宋河酒业工业园区举
行。同时，宋河盛世国坛
——50年原酒在庆典上惊艳
亮相，宋河中国礼坛——30
年原酒更是在现场拍卖中以
330万的高价成交，刷新了豫
酒价值新高。

10月30日下午，省白酒
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刘满仓带领省工信
厅、省商务厅、省食药监局、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等省直相
关单位以及五朵金花、银花
企业负责人一行18人，抵达
位于亳州的安徽古井集团进
行考察交流。

月

11月1日到11月4日，
我省白酒业首个转型发展高
端人才培训班在江南大学圆
满举办。11月1日，仰韶酒业
与江南大学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在无锡江南大学举行。

11 月 8 日到 12 月 20
日，河南省首个酒业学院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酒
业学院成立。会上，赊店老
酒与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携
手开启“食品与生物工程学
院·酒业学院‘赊店杯’酒文
化艺术节”，这是豫酒发展
历程中的又一件大事。

11 月 16 日，由中国轻
工业联合会支持，中国酒业
协会主办的2018中国国际
酒业博览会（秋季）在上海
开幕。省白酒业转型发展
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对此次
展会高度重视，带领省工信
厅等相关省直单位的负责
人以及仰韶酒业、宋河酒
业、宝丰酒业等豫酒骨干企
业与会并参展。

11月19日，杜康美酒节
启动仪式在洛阳举行。杜康

美酒节第一季活动时间为
2018年11月-2019年2月，
活动期间，每月19日在杜康
合作餐饮店消费，符合指定
消费要求，即可免费获赠杜
康美酒。

11月27日，全省白酒业
2018 年下半年工作促进会
在郑州召开。省白酒业转型
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刘满仓，省工信厅、省商务
厅、省食药监局、省重点白
酒企业所在省辖市工信厅、
商务部门主要负责人，重点
白酒企业所在县（市）分管
副县（市）长、相关部门负责
人以及重点白酒企业负责人
出席会议。省工信厅副厅长
朱鸣通报了10家重点豫酒
企业2018年前三季度的运
行情况、调研督促有关情况
以及下一步的具体打算，省
重点白酒企业相关负责人分
别汇报了下一步的具体工作
规划。

月

12 月 16 日，第二届中
国国际名酒文化节暨五粮
液第22届1218共商共建共
享大会在宜宾召开。省白
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刘满仓受邀带
领省工信厅、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等成员单位以及省牧
业经济学院酒业学院相关
负责人参加会议。

12 月 20 日下午，省白
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会
在省工信厅15楼会议室召
开。省工信厅副厅长王连
海通报了10家重点豫酒生
产企业2018年前三季度的
运行及调研督促情况，随后
又重点介绍了春节期间的
工作安排，如督促重点酒企
报送双节促销活动计划、制
定“五朵金花”“五朵银花”
考评细节等。

12月26日下午，仰韶酒
业响应号召挺进西安，在陕
西省政府机关综合服务楼4
楼宴会厅举行了“陶香中国·
天地人和”仰韶彩陶坊酒西
安市场上市发布会。豫陕两
省相关政府领导、协会负责
人、商业大咖、媒体记者等
500多位嘉宾莅会品鉴陶香，
豫酒仰韶酒业正式迈出了

“陶香中国”的坚实一步。

砥砺奋进 加快转型
——2018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大事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朱金中

2018年，豫酒迈开了转型发展的大步伐——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并召开了多次豫酒转型
发展推进会、督导会、座谈会、工作会以及组织了多次豫酒骨干企业赴名酒企的考察学习活动，还表彰了全省白酒业
“五朵金花”“五朵银花”“五大酒商”企业。可以说，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在全体豫酒人
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年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工作步履坚实，稳健前行，为豫酒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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