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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大公 实习生李

守信）为提升辖区市容环境，消除消

防安全隐患，近日，高新区城市管理

执法大队对辖区的违规户外广告进

行了集中整治。

从8月初开始，高新区城市管理
执法大队对辖区内未经审批擅自设

置的大型广告、立招、一店多牌等进

行摸底排查，并依法下达《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通知书》30余份，对不予配
合、拒不拆除的，组织队员依法强制

拆除。目前，拆除整治行动正在全力

推进中。

下一步，高新区城市管理执法大

队将继续加大执法力度，对未经审批擅

自设置的违规户外广告，将依法进行整

治清理，确保辖区内广告设置规范有

序，进一步提升辖区市容市貌。⑥4

拆除违规广告
改善市容环境

本报讯 （记者方超 特约记者

程崇龙）记者从9月9日召开的赊店老
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赊店老酒）核

心经销商年会上获悉，在日前举行的“第

13届亚洲品牌盛典河南峰会暨2018
河南品牌500强发布会”上，赊店老酒
凭借自身实力脱颖而出，斩获“2018
河南十大影响力品牌”荣誉称号。

据了解，该奖是在综合考量河南

省行业品牌的知名度、员工数量、企业

资产规模与经营情况等各项实力数据

的基础上，经权威品牌评价机构

Asiabrand和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品
牌评价专业委员会、ABAS专家委员会
联合评审而成，具有极高的专业性、公正

性、权威性。赊店老酒能够获此荣誉，是

企业自身多年努力的结晶，实至名归。

历经千年，一路走来的赊店老

酒，始终坚持酿酒初心与技艺传承，

不断创新发展。2009年企业改制后，
该公司紧紧围绕“建成河南白酒领军

企业，跻身全国名酒行列，实现企业

上市”的发展目标和豫酒振兴的大

局，步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不到十年

的时间，赊店老酒已成长为中国白酒

百强企业，河南省白酒行业领军企

业，豫酒五朵金花花魁，实现了改制

升级的华丽转身。

一路成长的背后，赊店老酒坚持

传统工艺与先进技术相结合，汇名酒

之精华，扬独家之风格，由国家级白

酒品评专家牵头，组织技术团队攻

关，反复试验，18℃恒温、78%恒湿的
中原山体洞藏赋予白酒自然之美，更

成就了其主导产品元青花年份酒的

赊香传奇。该酒上市一年来，无论是

销量还是口碑，均取得了不俗的成

绩，并以其独特的“柔香”获得了“中

国白酒国家评委感官质量奖”。

业内人士评价，赊店老酒目前已

经进入了积健为雄、做大做强的新阶

段。而潜力无限的元青花洞藏年份

酒必定能够助力赊店老酒腾飞，步上

新的发展台阶。累累累8

本报讯 （记者方超 特约记

者徐德权 程崇龙） 金秋时节又

逢君，亦是美酒飘香日。9月 9
日，河南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赊店老酒） 举行

2018年 度 全 国 核 心 经 销 商 年
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新老经销

商欢聚一堂，共话合作友谊和

企业美好前景。

记者在美轮美奂、酒香四溢

的展览大厅看到，反映赊店老酒

历史故事和企业改制后成效的展

牌格外醒目，浓浓的文化味和酒

香相融一体；刚刚获得“中国白

酒国家评委感官质量奖”等殊荣

的赊店元青花洞藏年份酒以其精

美典雅的包装与热烈喜庆的大小

红■相映生辉，吸引着客商驻足

观赏。

会议回顾总结了去年经销商

年会以来企业在转型发展中取得

的成绩。去年以来，赊店老酒抓

住机遇，乘势而上，在练内功、

强管理，提品质、塑品牌，做市

场、增销量，上项目、增后劲等

方面取得了在同行业令人瞩目的

成绩。目前，企业上市辅导正有

序有效推进，被列入省政府白酒

上市企业计划，有望在2020年成
为豫酒首家主板上市企业。产品

质量和品牌竞争力显著提升，赊

店元青花连续5年位居“河南十
大名酒”浓香型第一名，赊店元

青花洞藏年份酒 10年先后荣获

“中国白酒国家评委感官质量

奖”、“河南白酒质量鉴评第一

名”、“河南白酒业包装设计创新

奖”、“河南白酒业优秀新产品

奖”、“河南最具市场影响力品

牌”等殊荣。市场营销模式不断

创新，通过全面恢复经销商体

系、稳定主导产品价格、加大市

场培育投入、优化产品结构、多

形式培育消费者等措施持续落

实，郑州制高点市场、南阳根据

地市场逐步扩大，以赊店元青花

洞藏年份酒为主导的赊店青花瓷

系列和大小红■系列销量稳步上

升。去年，赊店老酒销售稳中有

增，纳税额度突破亿元，居豫酒

之首。在省政府组织的豫酒“五

朵金花”企业评选中，赊店老酒

公司名列前茅。

会议分析了企业发展面临的

机遇，并就进一步增强厂商合

作，促进互利双赢进行了深入探

讨，明确了下一步工作重点。一

是让经销商看到品牌的前景、企

业的前景，与企业形成命运共同

体。二是优化费用投入，加大核

心经销商、优质经销商扶持力

度，确保企业的核心市场、区域

内核心市场费用精准投放。三是

构建“1＋1”市场培育模式，在
核心市场区域内确定一个县级市

场进行培育，辐射带动全省战略

实施。四是统一省内市场政策、

价格和动作，打击跨区域、跨渠

道销售，低价格销售，优化市场

竞争环境。五是扎实做好赊店元

青花洞藏年份酒省内市场深度运

作，快速实现全省化布局，尽快

把赊店元青花洞藏年份酒打造成

超级大单品，带动赊店老酒品牌

形象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六是

创新营销模式，加强消费者培

育，着力打造领袖荟体系，持续

开展“三会”（品鉴会、政商务

宴会、社会宴会）、“两赠”（青

花瓷产品、年份酒产品）、“一

游”（消费者酒乡名镇溯源之

旅）、“一体验”（传统酿造工

艺），增强经销商和消费者对赊

店老酒的文化自信、质量自信、

前景自信和选择赊店老酒品牌的

自信。

会议期间，新老经销商竞相

订货，成交额创近年新高。累累累11

新 时 代 新 突 破 大 前 景
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司举行核心经销商年会

亚洲品牌盛典河南峰会落幕
赊店老酒再获殊荣

广告

赊店老酒酒道表演 本报记者 于鸣 摄

本报讯 （记者李清玉）按

照 2018年“中原文化大舞台”
演出计划，9月份，我市特邀驻
马店演艺中心在社旗人民会场

演出6场优秀舞台剧目。
具体演出时间和剧目如

下：9月9日晚7点半，演出豫
剧 《皇家驿站》；9月 10日、
11日每晚 7点半，演出豫剧

《陈蕃》；9月19日、20日每晚
7点半，演出豫剧 《李斯做
官》；9月21日晚7点半，演出
豫剧《桃花村》。

“中原文化大舞台”演出

采取低价位售票，票价最高不

超过5元，欢迎广大戏曲爱好
者前往购票观看。⑥1

售票电话：13569214100

9月“中原文化大舞台”演出

6场大戏轮番上演

作风整顿曝光台

□郑顿

近日，不断有群众反映，镇平等

地的行政审批服务大厅规划不合理，

办事不方便。

9月5日，市作风整顿采访组前往
镇平县行政审批服务大厅，针对“最多

跑一次”改革推进情况进行实地探访。

上午近10时，采访组一行来到
镇平县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经过一

圈走访发现，该大厅指引标示牌缺

失，服务窗口前工作人员照片、姓名、

单位等基本信息未完全公示，也不见

具体办理事项及办结时限，受理台工

作人员态度敷衍、言语恶劣，也没有

引导员服务办事群众，交管、税务、人

社等与群众密切相关的职能部门还

未入驻大厅，入驻的职能部门窗口也

存在空岗现象。

“我是来办理食品许可证的，跑

了好多次都没找到人。”一办事群众向

采访组反映。该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相关负责人告诉采访组：“食药监窗口

的工作人员请假了，该窗口一个月无

人值守，中心积极与食药监沟通，让安

排人员顶岗，但一直没动静，不过现在

已基本解决，在工商窗口可以代办。”

采访组发现，食药监窗口依然空置，也

未明确标示可在工商窗口代办业务。

10时30分左右，发改委、质监局、
科技局等十余个窗口空岗，占整个大

厅窗口数量的三分之一，办事跑空腿

的现象屡见不鲜，让群众很“受伤”。

随后，采访组前往办税大厅、社

保大厅等地了解情况。该县仅人社

局一个部门就设置了社保大厅、医保

大厅、大学生就业服务大厅等数个服

务大厅，让办事群众晕头转向。

更让人诧异的是，医保大厅门口

张贴公告，要求办事群众先去县行政

审批服务大厅办理接收手续，然后再

回到这里办理相关事项。为何该处

不能直接受理、办理呢？原来，该县

“最多跑一次”改革，正学习外地先进

经验，大力推进受审分离，特意在大厅

设置了总受理台，各项业务要在总受

理台登记接收后，各职能部门才能办

理相关业务。倘若职能部门都在大厅

设置有窗口，的确能提高效率、方便办

事，但该地尚有很多部门未入驻大厅，

这样的规定岂不是折腾办事群众？

“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深化行政

改革和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大

创新，各职能部门必须牢固树立群众

观念、服务意识，把方便群众办事作

为改革目标，真心把方便留给群众。

市作风整顿办将持续关注全市

“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情况。⑥2

“最多跑一次”，不能生搬硬套

南阳汉画馆始建于1935年，于
1958年、1976年两次重建。上世纪
80年代，随着南阳经济的发展和国
内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及汉画

像石的大量被发现，原馆藏品达到

饱和。新汉画馆于1988年7月1日
奠基，1999年底建成，1999年12月
27日正式开馆。

南阳汉画馆馆藏画像石数量

达 2000块 ，登 记 定 级 的 有 1339
块。按其内容共分为天文、百戏、

角抵、社会生活、历史故事、神话传

说、建筑、谶纬迷信、榜题、图案十

大类。天文和神话传说画像石是

南阳画像石中的珍品，“嫦娥奔月”

画像石曾被选入国家邮政局1999
年3月16日发行的《汉画像石》邮
票中。南阳汉代画像石中的珍品

还有投壶、许阿瞿墓志、麒麟岗汉

墓墓顶画像石等。

目前，南阳汉画馆已发展成为全

国汉画收集、保护、研究的中心。⑥2
右图：上世纪 80年代的南阳

汉画馆 （资料图片）

下图：新汉画馆鸟瞰图

通讯员 谷雨 摄

南阳汉画规模空前

“双创双建”再出发 幸福南阳启新程
创全国文明城市 创国家森林城市 建全国健康城市 建世界月季名城

坚决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市城区空气质量排名（9月2日~8日）

区

示范区

宛城区

卧龙区

高新区

PM2.5
数据（微克/立
方米）

21
23
24
31

排名

1
2
3
4

PM10
数据（微克/立
方米）

65
58
60
47

排名

4
2
3
1

优良天数

（天）

6
6
6
6

县区

淅川县

南召县

西峡县

桐柏县

鸭河工区

镇平县

新野县

方城县

内乡县

社旗县

唐河县

官庄工区

PM2.5

数据（微克/立
方米）

15
16
18
18
22
23
23
24
24
24
24
26

排名

1
2
3
3
5
6
6
8
8
8
8
12

PM10

数据（微克/立
方米）

50
40
57
63
66
64
61
70
56
64
76
60

排名

2
1
4
7
10
8
6
11
3
8
12
5

优良天数

（天）

7
7
7
6
2
6
6
6
6
6
6
4

12县区空气质量排名（9月2日~8日）

（数据来源：市环境监测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