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 20日，由香港贸发局主办的为期5
天的第二十九届香港美食博览会在香港会
议展览中心圆满闭幕。为助力豫酒振兴，
助推河南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在省
商务厅组织下杜康控股赴港参加了此次美
食博览会。

作为唯一参展的河南酒企，杜康控股
携公司旗下高端豫酒典范“酒祖杜康小封
坛”以及中高端产品酒祖杜康、杜康一号等
精彩亮相博览会。开幕式当天，香港贸发
局北京办事处高级主任刘群、河南省商务
厅副厅长李若鹏、河南省商务厅贸易处调
研员孙琪等莅临杜康展厅，了解公司参展
情况，并纷纷为酒祖杜康代言。李若鹏表
示，杜康是中华美酒之源，在海内外享有很
高的品牌知名度。美食博览会是香港的盛
事，希望杜康借此机会向世界展示出豫酒
的魅力，提升河南品牌形象，展现民族品牌
的风采。

杜康销售公司总经理柳向阳介绍，作
为中华酒祖，杜康一向以蜚声国际的品牌
知名度和醇厚甘美的酒质，受到港澳同胞

及海内外游客的欢迎。常来香港的朋友都
知道，在香港很多商场和超市里都可以见
到杜康的产品，因此希望借助本次美食博
览会向中外游客进一步展示杜康品牌的魅
力，为豫酒振兴作出新贡献。 （孟振峰）

酒祖杜康

精彩亮相第二十九届香港美食博览会

酒祖杜康小封坛亮相香港美食博览会

8月 19日晚，赊店元青花洞藏年份酒
郑州上市发布会举行。来自省白酒业转型
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酒业协
会的嘉宾及郑州区域的 200 名烟酒店店
主、经销商参加了会议。

会上，赊店老酒销售公司总经理单颖
用数据揭示了赊店元青花洞藏年份酒上
市以来取得的成就。通过成立“元青花洞
藏 年 份 联 合 会 ”，公 司 将 郑 州 首 批
150-200 家有中高端白酒销售能力的终
端作为核心，集中力量帮助终端进行市场
培育。

单颖在会上披露，截止到7月31日，元
青花年份酒仅南阳、郑州的 38名团购商所
销售出去的产品，累计销售额就已接近
8000万元。而通过明星演唱会、无人机亲
子活动、篮球夏令营等形式推广，元青花洞
藏年份酒的品牌得到持续提升。从去年
10 月至今年 7 月，南阳有 127 场、郑州有
396场高端会议将洞藏年份酒10年作为会
议唯一指定用酒。

此外，赊店元青花洞藏年份酒还凭借
实力赢得有白酒界奥斯卡之誉的“中国白
酒国家评委感官质量奖”及“河南白酒品评
第一名”“河南酒业感官质量创新奖”“河南
酒业包装设计创新奖”“河南酒业优秀新产
品奖”等多项荣誉。 （宗孝帅）

赊店老酒

举行元青花洞藏年份酒郑州上市发布会

产品展示

8月 18日，2018首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下简称“粮
交会”）在哈尔滨开幕，豫坡酒业携豫坡老基酒·天之基亮
相冰城并赢得广泛关注。

粮交会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主办，从2018年起
每年举办一届，是促进全国粮食产销合作的重要平台。
作为产粮大省，我省组织部分优秀企业参会。借助这一
平台，豫坡酒业向全国人民展示了公司发展创新的成果，
提升了企业品牌，也为豫坡更好地走出河南，走向全国提
供了良好机遇。 （崔盘收）

豫坡老基酒闪耀首届中国粮交会

8月 18日，日月酒窖“共享酒窖”新模式发布会暨全
国十八城开窖庆典在郑州举行。

据日月酒窖创始人、公司总经理邓煜介绍，日月酒窖
是融合“原酒直供”和“共享思维”形成的复合型商业新模
式。它一方面将四川崇州、贵州茅台镇、山西杏花村等原
产地龙头原酒厂的优质原酒，搬进城市酒窖，轻包装、重
品质，对会员体验式、自选式一站直供，让会员用“三分之
一的价钱喝上好酒”。另一方面通过“共享”的方式与合
伙人共享商机、共担费用，实现多方共赢。会后还举行了
合作签约及“千店同庆”的封坛承愿仪式。 （白洁）

日月酒窖新模式发布会在郑举行

宋河酒业七夕助力201名学子圆梦大学

8月 17日，由河南省宋河老子国学教
育基金会（下简称“宋河教育基金会”）联合
河南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下简称“省老促
会”）、大河报社主办的“传递爱 让梦想飞”
2018精准扶贫捐资助学活动在郑州举行。

宋河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刘本在首先通报了本次助学活动的情
况。他说，本次爱心助学活动由省内各
市、县老促会、大河报社及各地教育部门
联合组织初选、推荐，宋河教育基金会、省
老促会、大河报社和省教育厅会同审定助
学程序，最终选出了 201位符合条件的贫
困学生，由宋河教育基金会出资进行资

助。其中包含建档立卡家庭学生 127名，
低保家庭17名，孤儿家庭学生17名，每人
可获得 1万元助学金。随后，获得本次资
助的大学生代表刘家志，代表所有受助学
生发言。

河南省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总裁朱景升上台讲话时表示，企业
不能只为了盈利而存在，还需要社会责任
的担当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宋河酒业多
年来对公益事业持之以恒的投入，不仅是
公益心与慈善心的驱使，也是宋河酒业对
于白酒行业的责任与担当，是在用公益实
践助力豫酒转型发展。 （利艳）

日前，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下称“仰
韶酒业”）党委组织党员干部一行 20余人，
远赴革命圣地西柏坡开展红色教育活动，学
习西柏坡精神，助力豫酒振兴。

当日上午，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仰韶酒
业党员干部一行怀着崇敬的心情，先后来
到中共中央旧址所在地，参观了中央军委
作战室、新华通讯社旧址以及毛泽东、朱
德、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旧
居。详细地了解了当年中共中央进驻西柏
坡的历史背景以及发生在西柏坡的重要历
史事件。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会址
前，全体党员干部们在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侯建光的带领下，重温了入党誓词。随后
又来到西柏坡纪念馆和西柏坡廉政教育馆
进行参观学习。

下午，在参观了西柏坡纪念馆国家安全
教育馆后，教育馆负责人陈丽芬主任为仰韶
酒业党员干部一行做了题为《不忘初心，持
续奋斗——解读西柏坡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的“两学一做”专题党课讲座，让与会的党员
干部大呼获益匪浅。

短短一天时间的红色教育，内容丰富，
给党员们带来了极大的心灵震撼，激励着大
家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不断接受时代考验，
开启新的奋斗征程。 （黎明）

仰韶酒业赴西柏坡革命圣地参观学习

豫酒产业转型发展进行时豫酒产业转型发展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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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18年河南省省级白酒评酒委员年会暨全省
白酒质量鉴评会议在郑州举行。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
玉亮、总工程师赵书民与100余位省级白酒评委与会，并
对全省白酒进行了质量鉴评。

熊玉亮在致辞时表示，省级白酒评酒委员要学无止
境，不断提升自己。同时研究豫酒与其他白酒的差异化，
提升豫酒的品质自信、品牌自信、消费自信，加强服务意
识，做好后勤保障，争取让豫酒实现弯道超车。会议期
间，还举办了论文演讲赛，后备人才总结会等。（申明贵）

省酒协举办省级白酒评委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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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业资讯酒业资讯

日前，2018年“富平春圆梦·许慎学子奖”颁奖仪式
在许慎文化园举行。来自漯河市的 16名被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录取的优秀学子领取了奖学金。

据悉，2016 年贾湖酒业联合漯河文化旅游发展工
作领导小组设立了“富平春圆梦·许慎学子奖”，三年来
已为数十名获奖学子提供了助学金。今年公司又提供
了 9万元助学金用来对优秀学子进行奖励。除捐助“许
慎学子奖”外，公司还成立“贾湖教育基金”，帮助贫困学
子完成学业，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宋子玉）

16名漯河学子喜获富平春助学金

●● ●● ●●

持续发力 加快发展
——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座谈会侧记

近日，第十二届中国品牌节在成都举行。古井贡酒
再次荣获“华谱奖”，这也是古井贡酒第三次获此殊荣。

“华谱奖”代表着中国自主品牌年度建设的最高荣誉，
旨在通过发掘和表彰最能代表中国形象的企业品牌，让世
界通过了解中国品牌进而了解中国。从 2007年创立开
始，“华谱奖”已走过12个年头。会上，评委会充分肯定了
古井贡酒作为中国白酒国际化先行者，积极探索中国传
统品牌国际化路径的责任和担当，也高度评价了古井贡
酒作为中国白酒优秀品牌代表的专注与奋进。 （胡侃）

古井贡酒第三次斩获“华谱奖”

8月 20日，河南省张弓酒厂（下简称“张弓酒厂”）相
关资产进行公开拍卖，河南省张弓老酒酒业有限公司（下
称“张弓老酒”）以4.15亿元竞拍成功。

据悉，张弓酒厂是1951年在几个酿酒作坊的基础上
成立的，有南厂、北厂两个厂区，2002年张弓酒厂倒闭，
河南东方企业资产托管经营有限公司进入，成立河南省
张弓酒业有限公司，进驻北厂，实行租赁经营，租赁期间

“张弓”商标的使用权归其所有。张弓老酒成立于 2012
年 7月，是在张弓酒厂老南厂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

张弓老酒董事长邓天志在拍卖会后的媒体见面会上
表示，成功竞买后，接下来将加大投入，争取早日重现张
弓昔日的辉煌。 （西岭）

张弓老酒竞拍下张弓酒厂

□本报记者 申明贵

斗转星移，转眼又是一年！
去年9月19日，省政府召开全省白酒业

转型发展工作会议，白酒业被正式纳入 12
个推进转型发展的重点产业。一年即将过
去，都取得了哪些成绩？存在哪些问题？

8月 21日，省政府再次召开了全省白酒
业转型发展座谈会，省政府主要领导，省白酒
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满仓
出席会议，听取了省工信委等单位以及 10
家重点酒企、部分酒企所在地政府部门负责
人的汇报，为河南白酒业的未来发展把脉问
诊，谋划新的发展路径。

骨干企业发言：
抢抓机遇 砥砺奋进

记者在会上看到，刚刚被评选为 2017
年度豫酒“五朵金花”“五朵银花”的酒企悉
数到会，赊店、仰韶、宋河、五谷春、杜康“五
朵金花”的掌门人还受邀在会上做了重点发
言。从发言内容来看，各酒企均希望借助豫
酒振兴的良机，制定详细的发展战略，鼓足
干劲加油干——

赊店老酒确立了以上市为抓手，以品质
提升和市场营销为重点，做好新园区建设、
企业兼并重组以及品牌形象、销售业绩、纳
税金额的“三提升”；仰韶酒业规划了“一庄
五园”，未来将全力打造中华仰韶酒庄、黄河
南岸高粱种植基地园区、美丽乡村柳庄生物
制曲园区、仰韶酿酒工业园区、仰韶仙门山
洞藏基地园区、仰韶彩陶艺术展示中心园
区；宋河酒业要围绕品质提升，启动以酿酒
生产设备智能化改造为基础的“三大改造”，

并深入打造酒文化旅游；五谷春酒业正积极
争取控股股东五粮液集团的支持，以“淮滨
为核心、信阳为重点、拓展河南、辐射华中”，
启动新的市场布局；杜康控股正以去年上市
的酒祖杜康小封坛为核心，全力冲刺中高端
酒市场。

会上，发言的几位酒企掌门还就各自关
心的问题向与会的省领导们做了汇报。赊
店老酒董事长单森林建议政府加大打假力
度，维护白酒市场健康的发展环境，并期望
能形成常规性的打假机制；仰韶酒业董事长
侯建光建议加大豫酒文化宣传，提升消费者
对豫酒的品质自信；宋河酒业董事长朱文臣
建议成立专项豫酒产业发展基金，从技术、
人才、营销等方面，扶持豫酒各企业的发展；
五谷春酒业董事长段明松建议政府积极引
导商务宴请、外事接待多用本地白酒，从而
为“河南人喝河南酒”创造宽松的消费环境；
杜康控股董事长李伟建议在政府采购、会议
赞助中优先选择本地白酒品牌，支持地产酒
发展。

来自酒客来、酒便利的负责人，也从流
通角度对振兴豫酒提出了建议。尤其是酒
客来，目前正在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据其
董事长鹿申介绍，他们以合伙人模式正在号
召和联合遍布全国各地的10多万夏邑酒商

“河南人卖河南酒”，积极投身豫酒振兴，为
家乡作贡献，并已初见成效。

政府部门表态：
积极作为 大力支持

为推动河南白酒业转型发展，本月初经
省政府同意成立了“河南省白酒业转型发展
专项工作领导小组”。会上省工信委、省商

务厅、省食药监局、省农业厅等几家成员单
位的负责人,也根据各自工作情况做了具体
发言和汇报。

省工信委首先汇报了上半年全省白酒
业的发展成绩，而后围绕“企业重组”“品牌
重塑”“模式重建”等内容做了工作汇报；省
商务厅、省食药监局围绕积极引导豫商卖豫
酒以及如何打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省
农业厅围绕如何打造优质原粮基地，为酒企
生产酿造提供优质原粮、做好服务等做了重
点介绍。

来自洛阳、三门峡、南阳、商丘、信阳、周
口、新乡、平顶山的几位分管工业的副市长，
随后就如何贯彻去年9月9日召开的河南省
白酒业转型发展工作会议精神，支持本地白
酒业转型发展做了积极表态——

南阳市建立了分管副市长定期与企
业对接的工作机制，及时解决企业上市
过 程 中 的 各 种 问 题 ，确 保 赊 店 老 酒 在
2020 年以前如期在 A 股上市；行政区划
调整后，鹿邑县重新回归周口市，市里对
宋河酒业格外重视，市长不仅亲自到厂
里调研，了解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并
且市里还成立了 1 亿元的专项基金，用来
支持宋河酒业的转型发展。来自新乡、
三门峡、平顶山、商丘等地的领导，也根
据各自情况介绍了支持本地酒企发展的
情况。

业界反响热烈：
备受鼓舞 加快发展

时隔一年，省政府再次组织召开全省
白酒业转型发展座谈会，认真听取骨干酒
企和酒商掌门人的建议和心声,可谓给整
个行业打了一剂强心针，企业家们倍感鼓
舞和振奋。

仰韶酒业董事长侯建光告诉记者，省
政府主要领导亲自主持召开全省白酒业转
型发展座谈会，和豫酒生产企业、流通企业
面对面总结成绩、分析不足，这让我们豫酒
人深受感动、深受鼓舞。我们没有理由不
积极行动起来，响应省委、省政府的号召。
接下来，彩陶坊·天时的全新升级产品——
日、月、星就要全面上市，仰韶酒业将用一
流品质的产品服务消费者，为豫酒发展贡
献力量。

宋河酒业董事长朱文臣会后也激动地
向记者表示，座谈会开得很务实，很振奋人
心。回去后，宋河酒业要认真学习会议精
神，同时按照省领导的要求，抢抓机遇，夯实
基础，砥砺奋进，加快发展。当前，由宋河酒
业承办的“国字宋河”杯河南省第二届民间
品酒大奖赛复赛正在全省范围内如火如荼
地进行着，接下来公司将以办好品酒大奖赛
（已经举行初赛110场）来建立品质自信、助
力豫酒振兴。

8月 10日，由习酒公司主办的习酒老酒鉴赏与收藏
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上，1979 年、1984 年的习水大
曲，1992年的方瓶习酒，1986年、1992年的老习酒，1993
年的双龙习酒，1993年的八星习酒相继现身，引来藏友
们一片惊呼。会上，一瓶70年代初的红卫牌习水大曲甚
至被拍出10万元的天价。

习酒公司总会计师李明光介绍，习酒公司建厂66年了，
这次活动是在以习酒老产品向中原大地致敬。 （西岭）

“习酒·老酒鉴赏与收藏活动”走进郑州

浓香中原 豫酒标杆

河南省第二届民间品酒
大奖赛复赛系列报道之九

洛阳是我国著名的十三朝古都，
被称为千年帝都，饮酒之风颇盛。

8 月 20 日上午，火遍全省的“国
字宋河”杯河南省第二届民间品酒大
奖赛洛阳赛区复赛的号角正式吹响，
来自洛阳市 6区 9县的品酒高手齐聚
一堂。

省酒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蒋
辉，宋河酒业副总裁兼营销总经理朱
国恩，宋河酒业营销公司副总经理兼
豫西大区总经理闫奎，洛阳老子商会
会长常吉连，国家级白酒评委、宋河酒
业副总工程师兼酒体设计中心主任吴
秋志以及洛阳地区优秀经销商代表等
莅临现场，为 150 名洛阳品酒高手加
油助威。

“八大感受” 引起共鸣

作为本次大赛的主办方代表，蒋
辉在会上与各位选手分享了对火爆全
省的“国字宋河”杯河南省第二届民间
品酒大奖赛的八大真切感受：投入最
大，人数最多，最有价值，最大化的传

播效果，最接地气的互动方式，推动豫
酒振兴最有效的践行，“北斗七艺”与
五行品鉴心法得到更走心的推广，尊
重消费者的最好方式。

蒋辉走心的演讲获得了现场选手
的深度共鸣，“一直以来，通过大赛的
形式让我们对豫酒品质和文化进行深
度了解，也只有宋河酒业在持续做。”
来自洛阳市的李先生和身边选手分享
说。

朱国恩非常认可蒋辉的讲话，更
是对消费者的支持和认可表达了深深
的谢意。“豫酒振兴，任重道远。希望
通过这场风靡全省的品酒活动，让更
多的人了解豫酒、爱上豫酒、代言豫
酒。豫酒振兴，让我们共同努力！”朱
国恩说。

专业讲授 深度互动

说起高端豫酒国字宋河酿造中所
采用的“北斗七艺”，在赛前的培训上，
国家级白酒评委吴涛对其做出了生动

的阐释。“‘北斗七艺’是从产区、酿造、
窖藏、大师、传承等维度得出的，这是
高端豫酒经典代表，豫酒振兴核心产
品——国字宋河的酿造标准，也是豫
酒的核心价值体现。”吴涛说。

虽然到场参赛的选手都是顺利通
过了海选、初赛的品酒高手，但大家还
是在吴涛的带领下，遵循五行品鉴心
法，对每一杯酒样进行了仔细的品鉴，
并认真答卷。“白酒品鉴有别于喝酒，
是一个人的心与酒的对话。通过静、
观、闻、品、悟的五行品鉴心法体验，能
让美酒在我们心中更为立体地呈现。”
吴涛说。

品评研学 受益匪浅

“杯中有万象，酒中藏乾坤，这话

一点也不假，小小一杯酒，竟然藏有
这么多工艺，看来只有五行品鉴心法
才 能 品 出 这 杯 宋 河 好 酒 真 实 的 价
值！”来自伊川县的一位选手边记录
边赞叹道。

“今天的复赛给了我们很多惊喜，
很多干货，即使不能进入总决赛，学习
的这套品酒方式也足以让我们受益终
生了。”选手刘女士说。

看到选手们热情参赛、专心答题，
常吉连在现场也备受感染。他表示，
宋河是河南唯一的浓香型中国名酒，
应老子文化而生，循道家文化而酿，不
管是酿造文化还是品鉴文化，都是豫
酒文化的代表。衷心期待，辉煌灿烂
的豫酒文化，能乘着民间品酒大奖赛
的东风，被传送到世界各地！

（利艳）

洛阳赛区：品评研学 受益匪浅

参赛选手边
学边用，颇具“专
业范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