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元青花·洞藏年份酒在“2020
第三届黄淮流域白酒核心产区领袖企业
峰会”上一举斩获白酒核心产区“地域标
志产品”奖项，再次为豫酒赢得了荣誉。

据悉，“2020第三届黄淮流域白酒核
心产区领袖企业峰会”由中国食品工业协
会白酒专业委员会主办，以推动苏鲁豫皖
四省组成的黄淮名酒带品质提升为宗旨，
其专业性和权威性已得到行业内外的一
致认可。

在今年的“2020 第三届黄淮流域白
酒核心产区领袖企业峰会”各大奖项评选
现场，元青花·洞藏年份酒与来自黄淮名
酒带的近百款产品同台竞技，经过 22名

白酒专家盲品评选，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将
“地域标志产品”大奖收入囊中，这也是元
青花·洞藏年份酒为豫酒赢得的又一个重
磅荣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此之前，元
青花·洞藏年份酒已多次为豫酒整体形象
提升立下了汗马功劳。2018 年，面世之
初便斩获了“中国白酒国家评委感官质量
奖”；2019 年，以全国浓香型白酒第三名
的成绩获得“中国白酒酒体设计奖”；2020
年，荣获白酒行业酒类新品最高荣誉“青
酌奖”。一系列重磅荣誉让元青花·洞藏
年份酒实现了中国白酒品质荣誉大满贯，
有力捍卫了豫酒品质形象。 （程龙）

酒海观澜

□郑伟

站在岁末年尾，展望未来一年的转型
发展征程，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了重点部署和工作安排，以此推动企业实
现高质量发展——

强化管理 提升效率

一是继续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确保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
公司发展的实际成果。二是加强党的作风
建设和廉政建设，落实主体责任，履行“一
岗双责”“四责协同”，防止和杜绝违纪违法
案事件发生。

二是加强内部管理。进一步明确岗位
职责，以职定岗，以岗定责，增强全员工作
责任心和执行力。二是完善薪酬绩效考核
体系，不断提升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和贡
献率。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与绩效考核，

切实维护制度执行与绩效考核的严肃性和
权威性。加强工程、采购、经营指标监督审
计，实现廉洁经营、降本增效。

三是注重工艺管理，提升产品质量。
依托五粮液技术优势，以中原特色绵柔五
粮浓香风格研究为重点，严格落实公司曲
酒提质工艺措施。

升级换代 打造品牌

为了快速应对市场，公司对不含五粮
液元素的“乌龙”品牌进行了升级换代。“乌
龙”新产品明年 1月份上市。经五粮液集
团批准的“臻品陈”“欢福”等新品，也正在
加快上市步伐。与此同时，以“保存量、求
增量”为整体思路，努力打造“金谷春”“金
谷醇”“乌龙”三大核心品牌。

此外，对原有的总经销产品进行大幅
度梳理、优化，聚焦主品牌、主产品、主价位
和主区域；积极引入电商新模式，导入营销

新路径；成立团购小组，持续开展“走进百
家企业和行业协会”团购活动，力争把疫情
影响减少到最低。

产品、品牌宣传方面，一是积极开展线
上推广，扩大产品和品牌宣传。二是继续
与省市县主流媒体合作，投放电视、高速大
牌、公交、报媒广告，广泛宣传公司的品牌
和产品。三是开展“五谷春文化之旅”活
动，分期分批组织经销商、核心消费者走进
五谷春参观、体验，通过体验营销强化厂、
商、消费者的沟通，树立了品牌形象，为下
一步转型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积极谋划 布局市场

新的一年，在精耕淮滨根据地市场的
同时，还要积极拓展省内外市场。

以信阳为核心，对信阳根据地市场进
行精耕细作，巩固提高“金谷春·精品”“乌
龙特曲·珍品”两大单品市场占有率。以郑

州为重点，大力启动郑州市场，引进国有资
金平台商，与优质供应链商合作，优势互
补，实现共赢。同时沿京广线北上，打通信
阳-驻马店-漯河-许昌-郑州省会市场的
布局和开拓。

此外，公司还将积极开创销售新路径，
持续打造五谷春特色的网络电商服务平
台。加快电商、县长代言、抖音直播导入，
实施五谷春“国企乡村经济”“异业合作”等
活动，推进营销理念和模式转变，在自营品
牌厂家主导及精细化营销的基础上，导入
数字化营销管理系统，助力公司营销再上
新台阶。

我们相信，在省政府“豫酒振兴”战略
带动和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全体员工
的共同努力下，新的一年五谷春酒业在高
质量发展道路上，一定能走得更稳、更实。

（作者系河南五谷春酒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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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1 日上午，中国文联主席、中
国作协主席铁凝来到仰韶文化发源地、
世界美酒特色产区河南渑池，莅临仰韶
酒业生态酿酒园参观调研。

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李舸，河南省作
协主席邵丽，仰韶酒业党委书记、董事长
侯建光，仰韶酒业党委副书记、酒业公司
总经理郭富祥，仰韶酒业公司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韩素娜等陪同。

在党建氛围浓厚的红色文化长廊和
党建展馆，铁凝一行重温了党的光辉历
程，详细了解了仰韶酒业以党建为引领

的生产经营情况；在仰韶酒文化博物馆，
铁凝认真听取了侯建光关于“弘扬仰韶
酒文化”以及从仰韶文化中汲取企业发
展智慧和力量，砥砺开拓的发展故事；在
仰韶酒业万吨恒温酒窖和陶融型白酒品
鉴区，铁凝对仰韶陶融香白酒予以高度
评价。

在品鉴了彩陶坊系列产品后，铁凝表
示，“仰韶彩陶坊酒具有个性鲜明的风
味，无论是外在的瓶型、纹饰和内在的工
艺，和仰韶文化中陶元素的结合富有艺
术性和创造性，非常不错！” （黎明）

最美冬至日 陶香迎贵客

中国文联主席铁凝参观仰韶点赞彩陶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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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湖助力国际烈酒大赛颁奖典礼
日前，由贾湖酒业集团特别承办的2020比利时布鲁

塞尔国际烈性酒大奖赛中国区颁奖典礼在漯河举行，来
自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漯河市、舞阳
县及省内重点酒企的嘉宾、代表应邀出席了会议。

贾湖酒业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孙耀州在致辞时表
示，贾湖酒业2015年开始参与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烈性
酒大奖赛，截至目前已累计获得2枚大金奖、6枚金奖、8
枚银奖，被大赛组委会授予“最佳参与奖”“多次获奖企
业”“最佳品牌大使奖”。本次大赛颁奖典礼来到贾湖，
来到目前已知的世界酿酒最早起源地，相信一定能够助
力贾湖酒、贾湖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苗一真)

12月 21日，“豫酒市场营销工作专题会”在郑州举
行。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满仓，
带领各成员单位及相关处室负责人，以及仰韶酒业、赊
店老酒等 10家重点白酒企业代表，今日头条、京东酒世
界等特邀单位的代表40余人出席了会议。

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省工信厅总工程师姚延岭主持会议。会上，河南仰韶酒
业董事长侯建光首先作经验介绍。他说，春节旺季来临
在即，仰韶酒业于12月 16日提前召开了“决胜春节誓师
大会”，“五大销售中心”分别签订了目标责任书，精心谋
划了数百场市场营销活动，与此同时，公司还加密了春
节期间的广告投放，通过讲好仰韶故事，助推和加大市
场一线的订货、动销。随后赊店老酒、五谷春酒业、杜康
控股、皇沟酒业、寿酒集团、宝丰酒业、宋河酒业、贾湖酒
业、蔡洪坊酒业的相关负责人，也分别从组织品鉴会、召
开订货会、宴席活动促销、加大团购、强化品牌传播、线
上线下联动等角度，介绍了各自备战春节旺季的情况。

来自今日头条河南公司、京东酒世界河南公司、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省广播电视台的代表，分别从助
力豫酒品牌传播、营销的角度，介绍了各自的工作计划。

最后，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主要领
导作了总结讲话。他表示，一要奋力拼搏，打好春节攻
坚战。二要认真总结、深入思考，做好“十四五”规划。
他要求各成员单位，要明确分工，从各自职责角度，大力
推动豫酒转型发展，为“十四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奠
定好基础。 （孙峰）

积极谋划 迎战“双节”
——豫酒市场营销工作专题会举行

酒业资讯

作为一家有着60多年名酒经营历史的企业，
河南省副食品有限公司（下简称“省副食”）在优
选酒水品质的前提下，大胆运用黑金色包装设
计，相继推出一系列以“黑金”作为前缀冠名的产
品，热销整个中原白酒市场，“黑金”也让该系列
产品在市场上变得更有辨识度，在消费者心中不
断加深着产品符号。

据悉，早在 2016年 9月，当酱香热初见苗头
时，省副食及时推出了由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
司出品、全国独家运营的黑金茅台王子酒。当
时，绝大多数消费者对茅台王子酒的认知还停留
在白色外观，“黑金茅台王子酒”的出现一举打破
常规，掀起一波热潮，这也是省副食通过精准捕
捉市场趋势和运用战略维度打出的自有品牌战
略第一张王牌。

2019年，“黑金珍品茅台醇”和“黑金精品茅
台醇”同台亮相，给酱香酒消费者和年轻消费群
体带来了全新的味蕾体验。2020年 8月，“华宇
黑金酱酒”进入大众化酱酒市场；9月，“黑金习酒
窖藏 1988”盛装登场。至此，省副食“黑金家族”
队伍不断扩充与壮大，精准定位品牌基调，成为
驰骋酱香酒市场的“标签”。

据省副食董事长、总经理王庆云介绍，通过
对市场的多年深耕，“黑金”产品氛围得到有效提
升。目前，“黑金家族”系列产品从低到高进行了
全方位覆盖，“黑金”品牌深入人心。 （杨晓辉）

省副食“黑金家族”

热销河南酒类市场

近日，洛阳杜康控股在洛阳、郑州相
继组织了两场以“豫见经典 时间之醉”为
主题的酒祖杜康小封坛高端鉴赏会，诚邀
社会各界人士品味小封坛的高端品质，感
悟杜康人的匠心与情怀。

12月 16日，首场品鉴会在洛阳国宝·
铂瑞酒店启幕，并以定制舞蹈“前世今生·
酒祖杜康小封坛”开场。在曼妙的舞姿
下，宾客们沉浸其中，了解了小封坛从
2017年惊艳出世，到三年磨剑奠定高端豫
酒典范，始终坚持“一生酿好一坛酒”的匠
心和传承。

12月 18日，酒祖杜康小封坛时光盛
宴，在郑州希尔顿酒店再次举行。晚 6时
许，嘉宾陆续到场，端庄典雅的礼仪搭配
古典优雅的会场，时尚又不失传统的小封
坛酒，彼此相互融合交相辉映，高端豫酒
典范的格调彰显无疑。

据悉，酒祖杜康小封坛的用水取自洛
阳东南50公里丘陵腹地的玄武古泉，严选
优质纯粮，坚持五年地窖坛藏，由国家级
白酒大师张献敏精心酿造而成，每年销售
的数量取决于 5年前储酒的数量，每一滴
都蕴含着杜康人的匠心和情怀。因此，一

经上市便获得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与追
捧。

杜康销售公司总经理助理、酒祖杜康
小封坛事业部负责人武小岭在致辞中说
道，“文化复兴需要文化自信，需要一种载
体来彰显，酒祖杜康小封坛承载的是几千
年杜康历史文化，蕴含的不仅仅是杜康匠
人匠心的传承，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传
承、一种情怀的体现，作为一家有责任心
的豫酒企业，杜康控股未来将用心回馈广
大消费者，振兴杜康，践行自己的企业责
任、社会责任。” （孟振峰）

豫见经典 时间之醉

酒祖杜康小封坛酒高端鉴赏会香醉郑洛

名酒竞艳 豫酒“出彩”

元青花·洞藏年份酒再获“地域标志产品”奖 日前，中国酒类流通协会成立25周年会员大会在重庆
举行，来自国家级行业协会及全国20多个省市的酒企、酒
商400余人与会，宝丰酒业副总经理翟耀克受邀出席。

会上，主办方对为中国酒类流通行业发展与创新作出
突出贡献的企业、企业家进行了表彰，宝丰酒业荣获“中国
酒类流通协会25周年企业贡献奖”。近年来，宝丰酒业积
极探索酒类消费的场景、文化、体验和服务创新，为国内酒
类流通事业做出突出贡献，此次荣膺“企业贡献奖”，即是对
宝丰酒业所做贡献的充分肯定和认可。 （南亚辉）

宝丰获支持中国酒类流通企业贡献奖

日前，第21届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奖赛在
漯河市举行，河南寿酒集团旗下的“酱香纪念酒”得到评
委团一致好评，斩获大赛金奖。

据悉，这是该产品继获得 2020国际烈酒(中国)大奖
赛(ISGC)金奖后，今年获得的第 2个国际大奖。值得一
提的是，自 2015年至今，河南寿酒集团连续选送不同产
品参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奖赛，累计获得一
枚大金奖、二枚金奖、二枚银奖的好成绩，被大赛组委会
授予“多次获奖企业”。 (徐东方)

寿酒集团“酱香纪念酒”获国际大奖

近日，宋河酒业旗下的宋河牌浓香型白酒和宋河粮
液白酒，同时通过了由中食联盟（北京）认证中心组织的
酒类质量优级和白酒安全品质双认证评审。

评审过程中，专家组对宋河酒业坚守工艺流程，确
保产品品质稳定和产品质量提升的做法给予高度肯
定。据评审组专家介绍，宋河酒业是豫酒企业和17家国
家名酒企业中，率先开展酒类质量优级和白酒安全品质
双认证的白酒生产企业，反映了宋河酒业对产品质量与
安全的高度重视。 （高利艳）

宋河率先通过国家级质量与安全评审

日前，由河南省人民政府支持，中国食品工
业协会（简称“中食协”）指导，华糖云商营销传播
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 2020全国食品产业发展年
会暨万商大会在郑州举行。

会 议 期 间 ，中 国 食 品 工 业 协 会 举 行 了
2018-2019年度中国食品工业各大奖项的颁奖
典礼。其中，河南皇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高全友荣获“全国食品工业科技创新领军人物”
荣誉称号，河南皇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皇沟馥
合 香 型 白 酒 生 产 工 艺 研 发 ”项 目 则 荣 获

“2018-2019年度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二
等奖”。

据悉，皇沟馥合香是皇沟酒业研发的一款融
合多种香型的白酒，酱浓清芝，四香合一，香味协
调，是豫酒实现香型创新的一大进步。可以说，
在董事长高全友带领下，皇沟酒业全力打造的皇
沟馥合香白酒已初步开发出中、高档系列产品，
并畅销永城、商丘、郑州及周边地区，实现了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提升，为皇沟酒业的发展和
豫酒事业的繁荣做出了新贡献。 （王栓）

皇沟馥合香

荣获“中食协”科技大奖

河南日报网 http://www.henandaily.cn 手机报 移动用户发送HNZB至 10658000订阅（3元/月 不含通信费）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编 450008 值班室 65796114 传真 65796306 印刷 河南日报印务中心 准予广告发布登记的通知书 豫市管广登字（2019）001号 零售 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