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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

作为豫啤历史上的第一支鲜啤袁金星鲜啤不仅填补河南市
场鲜啤空白袁引导啤酒消费潮流袁更推动了豫啤进一步升级遥

金星鲜啤的下线和上市袁 改写了河南市场没有本土鲜啤
的历史袁而一切从消费者需求出发尧重视科技创新与进步的金
星啤酒在竞争激烈的豫啤市场永葆野 领导者冶的王者风范袁赢
得了消费者的忠诚与信赖遥

野 河南首支鲜啤冶金星造

继成功推出金星新一代尧金星纯生系列产品之后袁金星啤
酒集团再度发力中高端市场袁研发尧推广金星鲜啤酒遥

日前袁 伴随河南第一支鲜啤要要要金星鲜啤下线和上市销
售袁河南市场无鲜啤历史将终结遥 金星在省内首推的金星鲜啤
走上广大消费者餐桌袁成为城市市场啤酒消费新宠遥

从 10 年前至今袁金星啤酒依靠持续进步的技术研发和工
艺创新能力先后引领了河南啤酒市场进入野 小麦啤时代冶尧野 纯
生啤酒时代冶尧野 无醇啤酒时代冶袁 审时度势开辟了以金星精彩
新一代尧 金星果园及金星精制新一代等 3要5 元酒的主流市
场袁对河南啤酒行业升级产生了深远影响遥

野 金星啤酒始终是豫啤新品开发的标杆遥 而这一切凭借的
就是企业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力遥 冶科技创新是一个大的系统
工程袁对人员尧技术尧设备尧原料尧标准等均有很高的要求遥

金星啤酒负责人坦言袁野 金星重视科技创新已成业内共
识袁 企业每年都要拿出较大比例资金优先用于科研攻关及工
艺技术改造袁 近年来袁 金星进行各项技术工艺创新及改造达
300 多次遥 冶

选用优质原料尧采用全新领先工艺尧野 无菌化酿造尧无氧化
灌装冶的金星鲜啤袁将成为河南啤酒消费者继金星新一代尧金
星纯生啤酒之后的又一品质之选遥

金星鲜啤 野 钱冶景看好

近年袁有着啤酒野 鲜果冶之称的鲜啤发展迅猛遥 鲜啤以其
野 泡沫洁白均匀尧酒体清澈透明尧酒花幽香绵长尧口味纯正清
爽冶 和野 最大限度保留有益活性酵母菌冶袁备受消费者青睐袁成
为城市中高端市场新宠遥 几位在金星啤酒厂区排队拉货的外
地客户表示袁野 金星研发鲜啤是站在了行业的前列袁 是对市场
信息的敏锐把握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倾向于鲜啤消费遥金
星在咱们河南首推鲜啤袁捕捉商机让消费者尝鲜的同时袁也让
我们看见了鲜啤蕴藏的广阔前景遥 啤酒销售旺季快来了袁相信
金星鲜啤一定能卖的很好浴 冶

行业内人士分析袁未来一到两年内袁河南啤酒市场继纯生
啤酒之后袁鲜啤将成为各啤酒品牌竞争的另一野 砝码冶袁各品牌
对中高端市场的争夺将更为激烈遥

野 三驾马车冶 将野 并驾齐驱冶
金星新一代尧 金星纯生啤酒作为金星啤酒产品族群中市

场表现可圈可点的主力产品代表袁自上市以来销售高歌猛进袁
销量屡创新高遥 金星鲜啤上市后袁将和同样肩负金星品牌和市
场使命的金星新一代尧金星纯生啤酒野 并驾齐驱冶袁以野 三驾马
车冶锐势很快成为河南酒市场的主流产品遥

野 我们要致力酿造新鲜优质的啤酒袁致力于成为中国消费
者最喜爱的强势啤酒品牌遥冶20 多年来袁金星始终坚持野 做中国
最好啤酒冶的目标和信念遥

野 金星从来就站在行业前列袁恪守耶 为社会承担责任和义
务袁 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袁 为员工发展创造和谐环
境爷的企业使命袁将产品创新和技术进步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
课题袁立足于消费者需求袁按照耶 研发一代尧改进一代尧构思一
代爷的指导思路袁持续研发新尧优产品袁打造耶 精品工程爷袁我们
一直在努力为消费者酿造耶 款款精品爷尧耶 瓶瓶精品爷遥 冶金星啤
酒一负责人表示遥

提前打响旺季营销战

进入 4 月袁金星啤酒集团生产工作全面启动袁紧张铺开袁
以保障产品市场供应遥 记者在金星啤酒郑州生产厂区看到院前
来提货的拉酒车排起了长龙袁不过 700 米的主干道上袁野 拥堵冶
着来自省内各地的大小货车曰车间生产线全线野 马不停蹄冶灌
装啤酒袁产品下线还未等入库就被装上提货车曰车间外的空地
上摆满了各式的箱装啤酒袁放眼望去野 浩浩荡荡冶一片啤酒的
海洋曰 身着浅灰色工服的装货工人开着叉车来回穿梭在车间
和提货车之间曰仓库统计员紧张忙活着盘货尧验票曰汗流浃背
的搬运工人更是忙得不可开交遥

在不同区域的大小餐馆尧酒店袁金星新一代尧金星纯生啤
酒还有去年新上市的金星果园等产品全线热销袁 显然金星业
已打响野 旺季营销战冶遥

据了解袁目前袁河南市场金星占到了 40%的份额袁在郑州
接近 70%袁不但巩固了金星河南第一啤酒品牌的地位袁并且河
南市场也成为金星啤酒的全国样板市场遥

金星鲜啤下线

闫亚磊 /文

刘晓声 本报记者 王少华 /文

政府是企业的服务员
三门峡市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尧减轻企业负担

大型机械设备运输超限了遥 这是
三门峡化工机械有限公司遇到的一
个不大不小的难题袁外地客户催着发
货袁可产品装车 40 多天无法外运遥

公司副总经理赵光启向三门峡
市优化办求助遥 优化办立即联系相关
部门分析外运困难的原因袁探讨解决
办法袁并协调办理了野 超限车辆运输
通行证冶遥 三天后袁这些大型机械设备
在高速路政和交警的护送下袁安全运
抵目的地遥

在政务环境尧 法治环
境尧市场环境尧基础设施尧人
文环境尧监督检查 6 个方面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创优软环境袁促进大发展遥 近年
来袁三门峡市坚持以野 企业服务年冶为
主线袁全力打造行政提速尧权利透明尧
服务高效尧 宽松和谐的经济发展环
境袁全力打造促进经济持续平稳较快
发展的新优势遥

三门峡市委书记李文慧指出院优
化发展环境事关三门峡野 调结构尧促
转型尧增效益冶和富民强市的经济发
展大局袁 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袁
要持之以恒地打好优化经济发展环
境的硬仗遥 按照这个要求袁三门峡市
建立了野 纪检监察机关牵头袁优化办
组织协调袁职能部门各负其责冶的领
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袁制定出台了叶 三
门峡市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责任制工
作任务分解意见曳袁 进一步明确了优
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工作目标尧工作重
点和工作措施袁把政务环境尧法治环
境尧市场环境尧基础设施尧人文环境尧
监督检查共 6 个方面 54 项工作任
务袁分解落实到 38 个责任单位遥 相继
组织开展了项目建设年尧 企业服务
年尧效能提速年等活动袁出台了对外
开放和招商引资行动计划尧产业聚集
区建设实施意见尧深化企业服务年实

施方案袁扎实开展野 环境工程冶建设袁
充分发挥良好环境野 洼地效应冶袁吸引
项目尧资金尧技术尧人才等生产要素不
断汇流聚集袁 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
展曰发挥良好环境野 连锁魅力冶袁使环
境的受益者同时成为宣传者袁 收到

野 一花引来满园春冶的效果袁从而进一
步增强民心凝聚力和市场竞争力遥

开展企情调研袁受理服
务诉求袁工作人员上门服务
既是服务员袁 又是代办员袁
还是监测员

以思想的解放激发活力的释放袁
以观念的更新引领实践的创新袁努力
做到访企问需尧访能问计尧访贤问策袁
竭尽全力地为企业的发展壮大服务遥
对 100 家重点企业袁 全市 10 大产业
升级项目尧10 大基础设施项目尧20 项
重点前期项目袁建立了企业服务网络
平台袁健全领导分包联系尧企业问题
台账尧催办督办等工作制度遥 实行工
作人员上门服务袁既是服务员袁又是
代办员袁还是监测员遥 通过带领办尧代

理办尧转交办等多种形式袁开展企情
调研袁受理服务诉求袁帮助解决困难遥
把思想上亲企袁感情上爱企袁行动上
为企的工作理念融会贯通于效能建
设中遥

在全市组织开展了野 百家企业评
机关冶尧野 千名群众评效能冶活动遥 重点
通过深入企业面对面征求意见尧召开
重点企业代表评议座谈会尧发放调查
问卷等形式袁发现线索袁收集问题袁把
评议的重点放在存在问题的整改上遥
共向人大代表尧政协委员尧党政机关
干部和企事业单位人员尧社区居民等
发放调查问卷 1100 份袁 收回 1050
份袁收集到评议意见建议 1429 条袁工
作意见建议 25 个方面袁 共性意见建
议 12 个方面遥 集中召开了 52 个部门
渊 企业冤主管领导会议袁集中下发整改
督办通知 51 份袁督促问题整改落实袁
提高效能评议的针对性和时效性遥 特
别是对反馈有具体工作意见建议的
13 个单位袁采取座谈汇报尧现场查看
等方式袁推动问题整改遥

加强涉企执法检查审
核袁核减检查尧罚款 23 份袁
合并检查 11 次袁 切实减轻
企业负担

在切实做好减轻企业负担袁突出
整治乱收费尧乱罚款尧乱摊派尧乱检查
的野 四乱冶行为袁保护企业生产经营袁
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同时袁致力于
长效机制的建设遥 纪检监察部门不断
创新工作思路袁加强涉企执法检查审
核遥 凡是未经批准备案的检查袁企业
一律不予接受遥 大唐发电三门峡公
司尧中石化三门峡分公司尧仰韶酒业
等公司进入 46 家重点保护企业名
单遥

每月 1 至 20 日为野 企业安静工
作日冶袁除安全检查尧税收征管尧环境
监测和违法违纪案件调查以外袁任何
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不得擅自对企
业进行检查尧收费尧罚款尧评比等活

动遥 如确需进行检查尧收费尧罚款尧评
比等活动的袁必须事先到市尧县渊 市冤
区减负办履行备案尧审批手续袁经同
意后袁方可进入企业展开工作遥 各行
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在对企业尧商
户实施行政性收费时袁凡有弹性的收
费项目袁 均应按最低额度标准执行遥
对企业首次轻微违法经营行为及时
纠正的应不作罚款处理袁可采取友善
告知违法行为尧批评教育尧限期改正
等方式袁督促其自行纠正违法经营行
为遥

2010 年袁市尧县优化办共核准企
业检查许可 43 份袁备案 26 份袁核减
行政检查尧 罚款 23 份袁 合并检查 11
次袁 直接减轻企业负担 216 万多元遥
严肃查处野 四乱冶行为遥 2010 年袁共受
理涉企投诉举报 76 起袁 全部予以纠
正袁为企业挽回损失 243.2 万元遥 市尧
县优化办深入企业走访座谈尧加强监
测点信息沟通袁千方百计解决企业面
临的困难和问题袁2010 年协调各主管
部门袁 沟通联系并帮助 11 家企业解
决贷款 1280 万元袁帮助 26 家企业解
决了建设手续办理尧产品外运尧原料
供应尧通讯受阻等现实问题遥 多样化
服务的工作机制袁 既提高了办事效
率袁又杜绝了工作中的吃尧拿尧卡尧要
现象遥 阳光审批尧绿色通道尧链式服
务尧一窗多能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词
汇袁如春风化雨袁转化为企业的可持
续发展遥

环境的优化极大地促进了区域
经济快速增长遥 2010 年袁全市生产总
值达 874 亿元袁 过去 5 年平均增长
15.3%袁人均生产总值超过 39200 元遥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49.7 亿元袁年
均增长 24.5%遥中色集团尧东方希望集
团尧中国铝业尧大唐集团尧天瑞集团等
10 余家国内外知名企业集团进驻三
门峡遥

马克思说袁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
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
美袁为同时代人的幸福而工作袁才能
使自己也达到完美遥 三门峡市的政府
部门就是在这种境界中放眼着未来遥

优化环境看河南

本栏目由
河南省优化办 协办

初春的一天上午袁 本报记者一
行在三门峡市优化办负责同志的陪
同下袁 走进了湖滨区委书记杨方成
的办公室遥野 你们是中国企业和企业
家的代言人袁 是我们平时想请也请
不到的贵宾袁 欢迎来湖滨区检查指
导工作浴 冶杨方成热情地招呼道遥

谈起湖滨区现在的发展势头袁
杨方成书记兴奋不已袁 一连串数字
脱口而出院截至野 十一五冶末袁全区地
区生产总值比野 十五冶 末接近翻一
番袁年均增长 14.7%袁高出预期目标
1.7 个百分点曰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比

野 十五 冶 末增长 2.6 倍 袁 年均增长
29.3%袁 高出预期目标 12.3 个百分
点遥 5 年间袁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个数增长了 1 倍袁 实现工业增加值
和利税分别增长了 3.4 倍和 3.6 倍曰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年 均 增 长
32.4%袁 高出预期目标 19.4 个百分
点遥

野 这些成绩的取得袁 主要得益于
我们在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方面下了
真功浴 冶杨方成认为院不干事可以有

千万条理由袁想干事只有一条理由袁
那就是责任意识遥 他多次在会上强
调院市场经济就是环境经济遥 环境就
是品牌袁就是资源袁就是财富袁就是
生产力和竞争力遥 马克思在他的资
本论中说袁趋利是资本的天性袁哪里
有利可图袁资本就往哪里集聚袁这是
最基本的经济法则遥 而市场经济就
是野 候鸟经济冶袁哪里环境好袁客商尧
资金尧人才尧技术就往哪里飞遥

野 零接触冶 就这样在湖滨区应运
而生遥 建立野 全程服务代理窗口冶袁做
到企业与地方群众野 零接触冶袁与具
有行政审批权限的职能部门野 零接
触冶袁最大限度地服务企业生产经营
和地方经济建设袁 最大限度地减少
不和谐因素遥 区监察局全程督察袁确
保野 服务窗口冶高效运作遥 诸如在市
政府重点工程城中村改造中袁 开发
商宏江公司在开工建设初期袁 所在
地的村民提出承包工程 遭到 拒 绝
后袁采用激烈手法阻塞大门袁阻碍施
工遥 区优化办尧商务尧司法等部门及
时介入袁通过耐心细致地工作袁妥善
地平息了村民的情绪袁 协调好双方
在施工建设中的用工用料和租用机

械设施的问题袁化解了企地冲突袁实
现了政府机关公信力的最大化遥

鉴于湖滨区作为三门峡市惟一
的市辖区袁 必须营建大交通尧 大物
流尧大服务的架构袁构建大商业经济
圈遥 杨方成介绍说袁通过我们优化环
境和优质尧高效的服务袁一大批客商
纷至沓来袁资金尧人才尧技术纷纷流
向湖滨袁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遥 截
至野 十一五冶末袁全区投资 3000 万元
以上重点项目 140 个袁 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累计达到 146 亿元袁是野 十
五冶时期的 5 倍曰累计利用外资 6270
万美元袁是野 十五冶时期的 3.5 倍曰全
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3.1%袁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60.9%遥
2010 年全年共实施各类项目 84 个袁
总投资 84.5 亿元 袁 当年完成投资
28.3 亿元遥 尤其是近两年来袁引进的
企业知名度更高尧投资规模更大遥 诸
如家乐福尧丹尼斯等国际知名品牌遥
引进的大中海商业文化广场项目袁
总投资 6.8 亿元袁金三角建材批发市
场总投资 8 亿元遥 投资超亿元的项
目达 19 家遥 湖滨机电制造业园区获
三门峡市批复袁基础设施逐步完善袁

承载力尧吸引力不断增强遥 目前园区
现已入驻经营项目 59 个袁计划总投
资 35.97 亿元袁 项目全部建成后袁年
可实现销售收入 60.1 亿元袁利税 7.1
亿元遥

杨方成说袁 湖滨区收获的不仅
仅是环境优势袁 还有企业家的信心
指数和企业景气指数的提高遥 这一
切袁 都集中地再现了湖滨区潜在的
魅力尧 体现的实力以及良好的发展
气势遥 杨方成向我们描绘了湖滨更
加美好的明天院 未来 5 年地区生产
总值年均增长 13%袁 达到 76 亿元袁
力争翻一番曰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年均增长 16%袁达到 18.7 亿元袁力争
翻一番曰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年
均增长 14%袁超过 6 亿元袁力争翻一
番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16%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
增长 10%曰 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
长 10%以上袁力争突破 1 万元遥

金星鲜啤上市
持续引领豫啤升级

3月起袁 金星啤酒集团在全国 10 省 17 个生产基地持续发
起野 质量万里行暨中国品质样本冶发现之旅遥 在首站郑州野 创新
品质 感恩回报冶专场宣传活动中袁生产管理中心总经理王海明尧
酿造管理总监乔自强等金星总部高管和品质管理团队 50 余人
在现场宣誓院 我们铭记企业使命要要要为社会承担责任和义务尧
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尧为员工发展创造和谐环境遥 为
保持口味的高度一致袁科研中心实验室对采自包括成都尧昆明尧
中山尧咸阳等地的酿造用水和麦汁进行了公开检测遥渊 杨鹏飞冤

相关

金星啤酒启动野 品质样本发现之旅冶

刘晓声 本报记者 王少华 /文

访三门峡市湖滨区委书记杨方成

野 零接触冶让企业和地方共赢

建立野全程服务代理窗口冶袁做到企业与地方群众野零接触冶袁与具有行政审批权限的职能

部门野零接触冶袁最大限度地服务企业生产经营和地方经济建设袁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遥

野 一分也不能少冶
已是晚上 8 点以后袁 由中铁七局郑州公司承建的铁道部

重点工程要要要石武客专郑州动车所检修库地暖施工正挑灯夜
战袁一片繁忙遥 突然袁不远处传来严厉的质问院野 不是规定现场
禁止使用碘钨灯吗? 这是严重违章! 冶原来是项目部群众安全
员柳福顺在夜晚安全检查时袁 发现工地上使用了 3 盏 1 千瓦
的碘钨灯照明遥 他迅速走上前袁拉下闸刀袁手拿钳子剪断了电
源线袁然后来到低着头尧不停认错的作业队负责人面前院野 使用
1 千瓦碘钨灯易燃袁稍有不慎就会致人触电身亡遥 对你们的违
章行为罚款 1000 元遥 冶野 柳师傅袁我们知道错了袁以后坚决改
正遥这次能不能不罚款钥或者少罚一点钥 冶他一脸严肃尧不容商
量地道院野 不行袁一分也不能少浴安全关系着每一个人的生命和
家庭幸福袁违章就是不行浴 冶 渊 邓 剑冤

近年来袁 三门

峡市坚持以野 企业

服务年冶为主线袁全
力打造行政提速尧
权利透明尧 服务高

效尧 宽松和谐的经

济发展环境袁 全力

打造促进经济持续

平稳较快发展的新

优势遥

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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