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赊店老酒再次斩获国家级品
质大奖——赊店·名莊酒以全国名酒品质
评比第二名的好成绩，荣获“2020年度中
国白酒酒体设计奖”。据悉，这是近年来
河南白酒在全国品质评比中取得的最好
成绩。

斩获此次品质大奖的背后，离不开
赊店老酒科研中心专业技术团队的不懈
努力。目前，以王贤大师为首的赊店老
酒科研中心团队，拥有国家级评委 2名、
资深省级评委 5名、省级评委 9名，每人
都是独当一面的技术能手、业务骨干，曾
多次在全国、全省白酒品评技能竞赛中

位居前列，堪称“梦之队”。
在2020年白酒国家评委年会上，由王

贤大师主持酒体设计的赊店·名莊酒，从送
选的74个白酒样品中脱颖而出，以其“无
色透明、窖香浓郁带陈香、绵甜协调、尾净、
浓香风格典型”的鉴评结果，跻身“名酒中
的名酒”，实现豫酒品质的新突破。

为了激励科研中心技术团队，公司决
定对他们给予 10万元重奖，并在全公司
开展“学习科研中心，传承工匠精神，冲刺
企业上市”活动，让工匠精神在企业内部
得到进一步发扬和光大，为豫酒转型发展
贡献新力量。 （熊成强）

斩获大奖 表彰激励

赊店老酒对公司科研中心全体员工进行重奖

酒海观澜

□周明新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河
南寿酒集团有限公司推动转型、快速发展
的关键一年。面对行业新形势、市场新变
化，公司坚定不移地走质量化、健康化、效
益化发展之路，对产品和品牌进行精准定
位、细致梳理，以全新视野谋划战略布局。

优化产品 做精品质

多年来，寿酒产品众多，一定程度上稀
释了消费者对品牌形象的认知。新的一年，
公司决心进行精简，重新定位“百泉春酒”

“寿酒”“洞藏酒”“翰林酒”的产品价格体系，
聚焦核心，全力培育大单品，最大限度发挥
寿酒的资源优势和品牌价值。

与此同时，继续发扬工匠精神，提升和
创新产品品质。好品质是一切的根基，新的

一年要推进智能化酿造和数字化发展，通过
加强技术培训，不断壮大技术队伍，培育工
匠精神，把质量做优、做精。贯彻“规范管
理、提质降耗、工艺精作、全面创新”的总体
要求，以“尊崇传统、合理创新”为原则，开阔
思路，加大生产机械化、信息化改造，保证节
能降耗、提质增效。

深耕市场 文化赋能

市场开拓方面，立足根据地，守住大本
营。要把新乡、辉县市场打造为壁垒市
场。通过深度服务、深度精耕，将市场做深
做透。要对市场区域、产品结构、市场人员
和营销模式进行调整，重点市场投入专项
资金，加强产品、品牌推介。

营销方面，重视文化战略赋能，将寿酒
文化可视化、具象化、行为化，通过持续不
断挖掘寿酒文化，将其转化为核心竞争力，

以文化领航企业发展。做到保持寿酒品牌
自身独一无二的特色，只有筑牢品牌基石、
厚植文化沃土，用文化为品牌赋能，充分利
用有效的互联网手段提升企业美誉度和品
牌力，讲好寿酒故事，为发展创造良好的环
境和氛围。

同时，强化销售目标管理，确保目标任
务达成。认真分析市场形势，开展精益化
营销，坚持“边布局、边突破、边发展”三边
战略，围绕以点为核心的结构性考核、单点
突破和精准营销，扎扎实实做市场，进一步
提升品牌和产品势能，构建未来发展的动
力“引擎”。

人才强企 精细管理

企业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寿酒集团
坚定不移地实施人才兴企和人才强企战
略。建立人才梯队和培训体系，以知识、

经验和结果作为硬指标，建立人才标准化
晋升通道，用待遇留人、用事业留心，形成
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好局
面，为每一位员工搭建展示才华的舞台，
为公司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随着移动互联等现代科技的发展，数
字化时代到来，意味着可以将以往“个人
经验控制的生产流程”转为“数字化条件
下更精准、更智能的管控”。新的一年，公
司要把酿酒、包装、销售等过程和业务数
据化，通过数据分析，让数据产生价值，为
公司决策、提质增效提供支撑。同时，依
托大数据细分消费人群，提供针对性服
务，建立顾问式销售模式，以新技术、新模
式为手段，不断探索新消费条件下的市场
新机会，用新方式解决发展新问题，更有
力地推动寿酒实现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河南寿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

优化产品 深耕市场 推动寿酒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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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春节，在“就地过年”倡议下，
不少人选择在居住地“留守”。为了让留
守春节更丰富多彩，仰韶酒庄·仙门山景
区自大年初一开始，相继推出系列活动。

“初一·新春游园送红包”“初三·情定
仙门山”“初五·迎财神”“初七·登高赋诗”

“初十·集五福”“正月十一至十四·诗仙豪
礼”。中国经典民俗、非遗文化展演等节
目轮番上演，让游客深入感受“民俗+美
景+美酒”的魅力，仰韶创新文旅融合发展
新模式，收获了更多点赞和关注。

据悉，2017年，仰韶酒业正式出手并

开始布局仙门山，通过藏酒洞项目，借助
生态酒庄的系列体验式活动，让仰韶文
化、中华酒文化、现代酿酒技术等，以历史
延续、文化传承的方式得以清晰呈现。

如今，在中国酒业的酒庄建设赛道
上，仰韶酒业已经跑到了前列。2021年，
不仅是仰韶酒庄·仙门山对外开放的第二
年，更是仰韶文化发现 100周年，在接下
来的关键一年里，仰韶酒业将加速仙门山
酒文化产业布局，争取实现酒庄建设上更
大的突破，力争塑造出一个多层次、高视
野的豫酒振兴新榜样。 （黎明）

文化展演 火爆春节

仰韶酒业创新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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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春节期间，由河南日报专刊处·名酒工作室联
合省内10家豫酒重点企业推出的“豫酒7天乐”H5手机
互动游戏，为不少留守过节的人增加了欢乐。

据了解，该活动是为响应政府“就地过年”的号召，
特地选择在春节期间上线了该 H5互动游戏，目的是让
那些留守过节的人假日生活更精彩，同时也能通过游
戏，对家乡主流白酒产品和品牌有更深的了解，通过酒
企和消费者的有效互动，让更多人感受豫酒之美。

该游戏一上线就吸引了企业和消费者的广泛关注，
纷纷号召和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进入游戏，冲刺最高成
绩纪录。在“豫酒 7天乐”微信互动群内，参与者们更是
热情满满，互相探讨“得分秘籍”，期待冲关成功、赢得大
奖。

短短 7天时间，“豫酒 7天乐”H5手机互动游戏，共
吸引了万人次参与，10万多人关注，最终20名参与游戏
的网友获得由10家豫酒重点企业赞助的奖品。 （宁甜）

万人次参与 关注度破十万
——“豫酒7天乐”手游活动完美收官

酒业资讯

3月 1日，河南牧业经济学院与河南寿酒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寿酒集团”）合作共建示范
性校外教学实践基地揭牌仪式在寿酒集团太行
酒城举行。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酒业学院副院长
邹健博士、酿酒工程教研室主任赵志军，河南寿
酒集团常务副总经理李建平、副总经理兼总工程
师牛广杰等出席活动。

牛广杰在致辞时表示：寿酒集团与河南牧业
经济学院合作多年，多批次学生来到寿酒集团曲
酒生产基地进行了实践和学习，为寿酒带来了新
鲜血液，推动寿酒酒体设计取得突破性成效，希
望今后有更多优秀的酿酒人才来到寿酒，研制出
更贴合寿酒自身风格的酒品。

邹健表示，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校外教学实践
基地落户寿酒集团，有望进一步放大校企资源和
人才共享的互补优势，既有利于推进学生就业，
也有利于推动企业发展，实现产学共赢。

本次揭牌仪式的举行，为校企双方未来建立
产学研长期合作关系，推进全面技术合作，形成
专业、产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努力实现校企合
作、产学共赢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徐东方）

寿酒集团

校企合作再添新项目

日前，在五谷春酒业副董事长黄蔺的
带领下，五谷春酒业营销人员连续四天深
入信阳区域市场，向经销商拜年，并为他
们送上新年礼物——牛年生肖酒，致以节
日的祝福和问候。

据介绍，坚持新年慰问经销商客户，
是五谷春酒业一贯坚持的传统，在为经
销商代表送上新年祝福的同时，积极听
取各经销商的诉求和建议，不断优化市
场决策，为做大做强五谷春酒业而不懈
努力。

在今年的慰问活动期间，黄蔺一行

来到信阳市及各县市区，详细了解经销
商节日期间的销售情况，听取经销商新
一年工作开展计划，并对相关营销工作
给予指导。

与此同时，黄蔺还围绕五谷春酒业
2021年的工作方向及营销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问题，向经销商征求未来发展的意
见和建议。

在和经销商代表交流时，黄蔺表示，
2020年，对于酒业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
五谷春酒业顶住压力，加大产品创新力
度、深化改革，通过产品裂变和升级推出

了“乌龙·金典窖藏 369”，丰富了产品结
构，极大满足了不同阶层消费者的需
求。今后，五谷春酒业还将坚持不懈地
和经销商一起寻找新的营销思路，共同
探讨疫情后的品牌建设之路，携手合作
实现共赢发展。

同行者务必同心，同心者才能同行，
有了 2020 年打下的坚实基础和同舟共
济，相信在新的一年，五谷春酒业的步
伐会迈得更加稳健、发展会更好，为豫
酒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助力豫酒更加
出彩。 （王伟）

把脉市场 问计发展

五谷春酒业春节期间走访慰问经销商代表

近年来，古井贡酒不断焕发出新的青春和活力，先
后斩获了七大“国字号”荣誉，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

这七大荣誉都有哪些呢？它们是：“全国工业企业
质量标杆”奖、第三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第四批国家级
工业设计中心名单、“全国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示范企
业”和“全国质量检验稳定合格产品”、全国文明单位、全
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单位、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推荐项目。 (淋麟)

七大国家级荣誉助力古井大发展

日前，宝丰酒业2021年度工作大会举行。会
议总结了宝丰酒业过去五年的发展历程，并对

“十四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及 2021年度生产和销
售工作做出新的规划和展望。

宝丰酒业董事长王若飞发言时说，2020年，
宝丰酒业实现了品牌价值、销售收入、企业纳税
三项增长。2021 年，是宝丰酒业的“管理提升
年”，是实现新三年发展战略的收官之年，也是实
现高质量跨越发展的关键一年。作为清香型名
酒企业，“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公司将大力实
施“一清双品”战略，坚持打造百年清香企业，坚
持“品牌”与“品质”双驱动力，推动宝丰酒业稳步
发展。为筑牢企业发展基础，宝丰酒业还将进一
步完善管理制度，实现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精细
化；创新管理模式，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健全协同
保障体系；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以信息化、数字
化、智能化赋能宝丰酒业高质量发展；同时，注重
加强员工队伍建设，优化组织结构。

据悉，宝丰酒业还计划用五年时间使公司的
管理水平、业务发展、队伍建设、社会效益、经济
效益等方面更上一层楼，把宝丰酒打造成为河南
白酒强势品牌、消费者口碑第一白酒品牌，成为
行业和社会认可的企业。 （南亚辉）

宝丰酒业

召开2021年度工作大会

日前，宋河酒业“2020 年表彰总结暨 2021 年动员
会”在鹿邑举行。

会上，对 2020全年财务工作做了总结，并对优秀办
事处经理、优秀分公司经理、优秀事业部、优秀后勤部门
进行了表彰。

宋河酒业总裁朱景升在发言中说：“2021年宋河人
要践行营销创新，加强市场建设，补齐短板弱项，强化品
质保障，夯实发展基础，以新担当、新作为开创各项工作
新局面，确保全年任务圆满完成。” (高利艳)

宋河酒业举行年度总结及动员大会

日前，蔡洪坊酒业有限公司2020年度企业年会在新
蔡县飞龙中州国际饭店举行。

蔡洪坊酒业总经理王永华对公司 2020年度各项工
作进行了全面总结，从经营定位和业务策略两方面阐述
了2021年度战略发展规划。

蔡洪坊酒业董事长李华伟作总结讲话，他对“十三
五”期间蔡洪坊酒业取得的标志性成果、积累的经验进
行深入分析，对企业“十四五”规划进行全面部署，明确
了2021年具体指导思想和全年发展目标。 (谢晓东)

蔡洪坊酒业企业年会落幕

日前，天明民权葡萄酒复兴研讨会在郑州举行，河
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及 17个省辖市酒业协会的相
关负责人、省内外经销商出席了会议。

会上，天明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天明民权葡萄酒
名誉董事长姜明，介绍了民权葡萄酒的历史以及天明集
团并购民权葡萄酒后的发展情况，表达了天明人复兴民
权葡萄酒的决心和信心。随后，熊玉亮和17位来自省内
各地市的协会负责人，分别从做好产品、打造品牌、突出
特色、畅通渠道等方面依次发表建言。 (田宇)

天明民权举办品牌复兴研讨会

日前，河南卫视《元宵奇妙夜》播出，晚会以唐宫小
姐姐为衔接点，以河南博物院为舞台，充分展现古都的
厚重历史文化，再次引发热议。

作为九千年贾湖文化的传承者、河南博物院战略合
作伙伴，贾湖酒业旗下的产品贾湖·论道和贾湖·中原味
道现身晚会现场，随着《元宵奇妙夜》的火爆出圈，贾湖
酒业也成功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

据悉，贾湖酒业 2019年与河南博物院达成合作，未
来双方有望掀起新的贾湖酒文化传播高潮。 (侯伟)

贾湖酒业助力《元宵奇妙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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