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广告

2019 年 1 月 11 日 星期五
校对/刘向国 微机操作/刘晨红

XINGTAI

DAILY

2019 年如约而至，
但 2018 仍记忆犹新。对于河北老牌名酒泥坑酒业来说，
过去的一年是奋发有为的一年，
创新收获的一年。积
极对标先进、
走出去、
请进来，
泥坑酒业充分赋能；
举办首届泥坑酒文化节，
凸显百年泥坑品牌底蕴；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净雅香创新品
类的问世，
充分彰显出泥坑酒业品质自信与创新精神，
助力泥坑酒业全新蝶变。
2018 年，泥坑酒业多措并举，以盎然之姿，以净雅香创新品类为战略抓手，开启了泥坑酒业品牌复兴新征程，为崭新的 2019 奠
定了坚实基础。

净雅香领衔
开启泥坑酒业品牌复兴新征程
透视泥坑，
2018

2018，
泥坑酒业大事件
刘兰芳书评泥坑酒：
香飘万里！
2018 年 4 月 30 日，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
刘兰芳莅临泥坑酒业参观指导。刘兰芳对泥
坑酒业的建设及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即兴
题词
“香飘万里”
，
预祝泥坑酒业百年兴旺。

“两个基地”
落户泥坑酒业
2018 年 7 月 10 日，
泥坑酒业与河北科技
大学的合作签约仪式举行。双方签署“共建
就业基地协议”和“实践教育基地协议”，并举
行了授牌仪式。此次签约，将成为泥坑酒业
以人才和技术推进企业不断创新和健康发展
的
“导火索”
。

泥坑酒香飘万商大会

“四个理念”
“六个聚焦”
、
引领泥坑新跨越

品泥坑 论太行 百余名家绘百米长卷
2018 年 1 月 14 日，以“展示太行风韵，共
创美好生活”为主题的河北书画界联谊会在
石家庄成功举办，河北凤来仪酒业公司副总
经理田立杰出席。本次盛会由河北省太行书
画院和河北凤来仪酒业公司联合主办，来自
全省各界的 200 余名书画家、艺术家、专家学
者、企业家及媒体人参加联谊活动。众多书
画艺术家纷纷为泥坑酒挥毫创作，让太行精
神发扬光大，
让泥坑酒香传遍四方。
泥坑酒业应邀访问行业翘楚华糖云商
2018 年 1 月 25 日，泥坑酒业总经理马辉
峰一行应邀访问河北华糖云商营销传播股份
有限公司石家庄总部。双方就当前白酒行业
形势及泥坑酒今后的发展战略进行了研讨。
马辉峰表示，华糖云商作为行业翘楚，行业影
响力巨大，与华糖及全国著名咨询公司和技
术机构加深合作，有助于泥坑搭上此次行业
新周期的顺风车，
实现跨越式发展。

2018 年 5 月 18 日，泥坑酒业石家庄、邢
台、宁晋区域的各大经销商共计 60 余人云
集，共谋泥坑酒发展之大计。集团董事长苏
瑞广提出了“四个理念”，即不惜一切代价为
父老乡亲酿一杯好酒，极致化服务，不遗余力
讲好泥坑故事，厂商一体实现共赢。泥坑酒
业总经理马辉峰在总结讲话中重点强调了
“六个聚焦”。一是聚焦极致执行，深耕渠道，
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推动市场营销再攀
高；二是聚焦质量至上，以精雕细琢的工匠精
神，推动酒体品质再向好；三是聚焦精细化管
理，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推动管理水平再
提升；四是聚焦服务升级，精准发力，以持续
高效的工作常态，推动保障能力再夯实；五是
聚焦交互理念，凝心聚力，推动文化建设创佳
绩；六是聚焦思维引领，大步跨越，以创新变
革的发展势态，
推动事业迈上新台阶。

2018 年 7 月 16 日下午，以“新消费、新回
归、新机遇”为主题的河北名酒发展论坛暨泥
坑白瓶财富峰会在邢台市召开。来自邢台地
区的 500 多家优秀终端店负责人和经销商代
表参会。会议深入分析了泥坑白瓶的产品魅
力，与会嘉宾深入研讨行业趋势和河北市场
竞争形势，对泥坑白瓶的战略机遇达成了共
识。

泥坑酒业拥有了省级研究院

泥坑酒业
“传承匠心”
文化
推进会隆重举行
2018 年 3 月 5 日，
“ 奋斗的事业最伟大”
泥坑酒业“传承匠心”文化推进会隆重举行。
宁纺集团各分公司负责人、泥坑酒业全体干
部职工及战略合作伙伴近千人参加大会。会
上对 2017 年泥坑酒业的成绩进行了总结，对
优秀人员进行了表彰，同时提出了 2018 年的
全新战略规划。

河北名酒发展论坛暨
泥坑白瓶财富峰会召开

太行论剑 巅峰对决！
泥坑酒业举办酿酒技能大赛

2018 年 8 月 31 日，河北泥坑酒业“泥坑
白酒研究院”成立。揭牌仪式上，宁纺集团董
事长苏瑞广向胡永松、钟杰、李克明、曾盛全
颁发聘书，聘其为泥坑白酒研究院高级顾问，
宁纺集团副总兼泥坑酒业总经理马辉峰向杨
宇、钟宇辰、邹强颁发了聘其为研究院特邀研
究员的证书。7 位专家的入驻，
更加彰显了泥
坑白酒研究院的含金量和综合实力。

泥坑白酒研究院获批
邢台市企业技术中心
2018 年 12 月 20 日，在邢台市发改委召
开的 2018 年邢台市企业技术中心授牌仪式
上，泥坑酒业接受授牌，被认定为“2018 年邢
台市企业技术中心”。 邢台市企业技术中心
的获批是泥坑酒业迈向省级乃至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的通行证和敲门砖，也是企业产品
科技含量和技术研发实力稳步提高的集中体
现，势必会为产品创新和品质升级奠定坚实
基础，同时也会对品牌推广和市场营销发挥
积极的推进作用。
2018，泥坑酒业还有很多值得记忆的事
件 ........

2018 年 5 月 28 日，由宁晋县工会主办、
宁纺集团协办、泥坑酒业承办的泥坑酒业酿
酒技能大赛在泥坑酒业多功能厅拉开帷幕。
泥坑酒业作为邢台市中华老字号，已经举办
了 37 届技能比赛。技术是强企之本，是立企
之基，泥坑酒业组织酿酒技能比赛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体现了对技术的重视。

泥坑酒业与河北科大、
农大合作又增新项

泥坑酒业总经理马辉峰
（左二）荣获邢台市政府质量奖

2018 年 9 月 26 日，河北科大和河北农大
共建的“博士工作站”落户泥坑酒业，并举行
揭牌仪式。仪式上，泥坑酒业和河北农大食
品科技学院签订了“院企合作协议”，并向泥
坑酒业授予了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基地牌
匾。

对标先进，
学习榜样，
为做好泥坑美酒储备能量
2018 年 3 月 10 日—14 日，
宁纺集团董事
长苏瑞广亲自带队，跨越安徽江西两省，行程
3000 余公里，考察了迎驾贡酒、宣酒以及李
渡三家知名酒企，就三家企业文化旅游、博物
馆建设、营销模式等进行了详细考察。与此
同时，3 月 9 日、10 日，宁纺集团副总、泥坑酒
业总经理马辉峰带领生产、质监、采购、物管、
新营销等部门负责人 10 余人，到邯郸丛台、
泊头十里香两家酒企考察学习。

2018 年 12 月 6 日—8 日，泥坑酒业参加
2018 华糖万商领袖大会暨第三届中国糖酒
食品精品展。会上，泥坑酒业总经理马辉峰
等领导先后参加多场论坛及会议，倾听权威
声音，把脉行业动向，探寻泥坑酒业发展新思
路。本次参展，是泥坑酒业近年来首次在全
国性糖酒会高调亮相。

泥坑酒业净雅香白酒
河北省精品白酒品鉴会折桂
2018 年 6 月 1 日—3 日，河北省白酒协会
召集河北省国家评委、河北省评委、资格评
委、特邀评委及部分企业主管领导在承德召
开了 2018 河北省精品白酒品鉴会。会上，泥
坑酒业报送的一款 52 度净雅香白酒蟾宫折
桂。这意味着泥坑酒的品质进入了河北省白
酒第一梯队，具备了比肩全国名酒的实力；也
意味着百年泥坑酒，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新高度。

宁纺集团总经理徐建林陪同宁晋
县委宣传部长商同华参观泥坑酒业

首届泥坑酒文化节盛大启幕
开启品牌复兴新时代
2018 年 10 月 20 日至 10 月 21 日，2018
年河北泥坑酒文化节隆重举行。文化节期间
举办了泥坑酒业“净雅香”新品系列酒全国专
家品鉴会、
“ 百年泥坑 匠心传承——2018 年
河北泥坑酒文化节封藏大典”、河北泥坑酒文
化节千商思想峰会等系列活动。泥坑酒文化
节是在泥坑酒厚积薄发、进入品牌复兴快车
道的背景下举行的，标志着泥坑酒业按下了
加速品牌复兴的启动键。

在 2018 年初泥坑酒业经销商大会
上，宁纺集团董事长苏瑞广提出了“四
个理念”，即不惜一切代价为父老乡亲
酿一杯好酒，极致化服务，不遗余力讲
好泥坑故事，
厂商一体实现共赢。
2018 年是泥坑酒业格外忙碌的一
年，也是泥坑酒业持续发展、
不断复兴
的关键一年。回顾泥坑酒业这一年的
发展，基本上是围绕着苏瑞广提出的
这
“四个理念”
展开的。
有这样几点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2018 年，泥坑酒业与相关技
术院校和专业机构合作，为品质奠定
坚实基础。产品是企业的核心，也是
企业的生命和灵魂。尤其是在品质消
费时代，泥坑酒业狠抓质量，通过加强
与大专院校及专业研究机构的合作，
无疑将有效提升企业产品创新和品质
升级的能力，这是为父老乡亲酿造一
杯好酒所必备的技术保障。
第二，这一年，泥坑酒业在品牌内
涵和文化塑造上着力较多。主办文化
推进会，积极参与河北书画界联谊会，
隆重举办首届泥坑酒文化节系列活
动，这显示出泥坑酒业的一种积极姿
态，通过多元化的形式来传播泥坑酒
文化。在今天的营销和传播环境下，
内容营销越来越重要，对于一个公司
和一个品牌来说，如果没有故事，就意
味着没有内容可以创造、传播。泥坑
酒具有 102 年历史，是中华老字号企
业，其酿制技艺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其本身就具有十分珍贵的品牌
资源和难得的品牌故事素材。在新的
品牌营销时代，讲好泥坑故事，让更多
消费者了解泥坑品牌，这也是泥坑品
牌复兴的重要举措。
第三，
“ 走出去”成为泥坑酒业最
亮眼的变化。泥坑酒业虽然是有着辉
煌历史的老品牌，但这些年一直处在
蓄势和调整阶段。2018 年，泥坑酒业
积极走出去，对标先进，改革调整，主
动参与行业盛会，站在全国性平台发
声，全面展示泥坑酒业的新面貌、
新变
化，这是泥坑酒业自信与底气的表现，
也是泥坑全面崛起的前奏。
第四，2018 年，泥坑酒业推动白瓶
持续精耕，抢抓行业大势。对于一个
区域品牌来说，在消费升级趋势下，不
断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和品牌升级，才
能保持企业与品牌的活力与竞争力。
白瓶的推出，恰巧填补了邢台地区本
地品牌百元价格带的空白。白瓶之于
泥坑，是企业结构转型的杰作，前行动
力的保障。2018 年，泥坑白瓶开始全
面布网，深耕细作，为百年泥坑战略复
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五，创新净雅香品类，彰显泥坑
技术实力和品质自信。百年泥坑酒，
醇柔净雅香。在 2018 年泥坑酒文化节
上，泥坑创新品类净雅香的问世让行
业和当地消费者所震惊。多年来的技
术积淀和厚重历史完美地体现在一杯
净雅香中。用品类彰显企业差异化竞
争力，用技术创新诠释一个老名酒对
品质的追求，净雅香成为泥坑实现更
大结构调整步伐的开始，成为泥坑酒
业全新蝶变的重要节点。
2018 年，泥坑酒业按照“1236”工
作总思路，顶住多重压力，多点发力，
实现了泥坑酒业经济效益稳步提高，
销售收入和利税分别同比增长 15.1%
和 18%，
各项重点亮点工作百花齐放。
2019 年，是泥坑酒业又一个承上
启下的关键年。在新的一年，泥坑酒
业将根据市场和发展需求积极调整组
织体系，坚定结构调整总思路，坚持品
质是根本的发展理念，推动净雅香突
破发展，助力企业全面崛起。泥坑酒
业总经理马辉峰表示，面对复杂多变
的市场环境，要有不忘初心、
传承匠心
的信念；要有敢打硬仗、
勇闯难关的勇
气。今天泥坑酒业正处在一个船到中
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险的关键阶
段，
就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相信未来，泥坑酒业也一定会突
破重重难关，让快速健康发展成为“新
常态”，使泥坑酒这枝冬日腊梅在寒雪
中傲然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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