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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学典）买
酒就送礼品，即日起至本月
底，凡是在焦报酒城购买任意
一款酒，均有礼品相送。焦作
市区内买整件酒除可获赠美
酒一瓶外，还可享受送货上
门、货到付款服务，并且作出7
日内无条件退货退款、假一赔
十的承诺。

物美价廉品美酒

“我一直弄不明白焦报酒
城卖的酒为啥这么便宜，买过
几次后感觉的确很划算，现在
我买酒基本上就在这里买
了。不但价格便宜，更重要的
是放心。”酒友李先生说。

“焦报酒城为什么卖这么
低的价格，这个问题我说过多
次了。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就
是把更多的资源进行了整合，
得到厂家的补贴，并且焦作日
报社免费为酒厂进行宣传放
弃广告收入、焦报酒城放弃利
润，这几项下来，各种酒到消
费者手中时已经有很大优惠
了。比如豫酒系列已经多次
举行买一瓶送一瓶促销活
动。焦报酒城开始营业以来，
受到越来越多的酒厂酒商的
关注，我们也在努力为广大酒
友服务。目前，酒的品种有很
多，也可以说，只要在焦作市
场上有卖的，在焦报酒城购买
就可享受优惠的价格。当然，
我们还向广大读者保证，凡是
在焦报酒城购买的任意一款
白酒，在一周内买贵均可补差
价，并且假一赔十。市区内购
买整件酒，可享受送货上门、
货到付款服务。”焦作晚报酒
水周刊主编崔亮说。

据介绍，焦报酒城目前推
出的宴席用酒有上百款，包括
低、中、高端白酒，如稻花香酒
系列、白云边酒、赊店老酒系
列、枝江酒、洋河系列酒、绵柔
尖庄系列、赊店老酒小红檀、
老白汾酒、今世缘酒、五粮醇
酒、杜康酒、金六福酒、宝丰国
色 清 香 酒、古 酒 贡 酒（V3、
V6）、红花郎酒、云台山酒、珍
酒、沁河玉液系列、茅台国台
酒、贵酒、望驿台酒、剑南春系
列酒、绵竹头曲系列、宋河粮
液秘藏系列、仰韶彩陶坊系列

酒等。

高档白酒平民化

“酒体比较纯正丰满、醇
甜柔和、余味爽净。高品质的
清香酒酯香、粮香、糟香融为
一体，相得益彰，自然协调。
喝起来很爽口。”很多酒友这
样评价宝丰国色清香酒，其实
这也是该酒的特点。

据介绍，国色清香酒自
2007年正式入驻宝丰产品系
列伊始，先后经历了第一代藏
尊鉴品、第二代陈坛系列到第
三代国色清香师作的超高品
质。国色清香系列酒品的推
出在宝丰酒品牌的重塑上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宝丰酒
传统品牌形象得以大幅度提
升，也是宝丰酒向中国清香型
白酒典范迈进的重要一步。
宝丰国色清香酒是真正的一
款将高档白酒平民化的酒。

目前，焦报酒城推出的活
动相当划算。如15年国色酒
香酒1280元一件（6瓶），5年
国色清香酒 640 元一件（6
瓶）。即日起，购买宝丰国色
清香酒均有礼品相赠。

买一赠二元青花

“造型奇特，高贵典雅，仅
看酒瓶就知道这是一款历史
文化内涵深厚的美酒。无论
是招待亲朋好友还是自饮都
显得很有文化品位，没有想
到，现在焦报酒城买一赠二，
我还从来没有买到过这么便
宜的元青花酒。”酒友赵先生
说。

据了解，河南赊店老酒
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南阳盆地
的东部赊店镇——刘秀赊旗
故地——中华御酒之乡，1949
年由 3 家酿酒老字号合并而
成，是河南省最早的国营酿酒
公司。酒厂现拥有固定资产3
亿元，现有员工1800人，其中
各类技术人员309人，中级以
上职称52人，国家级评酒委员
1人，省级评酒委员8人。公
司占地 49 万平方米，是全国
500 家大型白酒制造企业之
一。赊店元青花酒是该酒厂
的主打产品之一。

“我们和赊店元青花酒相

关负责人进行了商谈，决定推
出买一赠二活动。该酒现价
360元，买一赠二，每瓶实际仅
需120元，可以说让利幅度还
是非常大的，这个价格要比个
别小的经销商的进货价还要
低。”崔亮说。

新品上市优惠大

“清澈透明、窖香浓郁、醇
厚绵甜、协调净爽、回味悠
长。”酒友贾先生这样评价稻
花香酒，这是该酒的显著特
点。

据了解，稻花香酒吸取传
统五粮酿造工艺之精髓，选用
优质红高粱、小麦、大米、糯
米、玉米为原料，以独特的“包
包曲”为糖化发酵剂，取“龙
眼”优质矿泉水，采用传统的
混蒸、混烧、泥窖发酵工艺精
心酿造，经长期贮存、精心勾
调、精心包装而成的浓香型白
酒。作为中国八大名酒之一
的稻花香酒品种非常齐全，
高、中、低档白酒都有。

稻花香系列酒推出了全
系买一赠一团购活动。此外，
焦报酒城还特别推荐3款新上
市的稻花香酒：稻花香紫丰
酒，看起来“高大上”，喝起来
口感也很好，价格只有 118
元/瓶；稻花香金九酒属于中
档酒，仅卖 78 元/瓶；稻花香
醇香酒属于典型的口粮酒，
便民活动价38元/瓶。当然，
这个价格同样参与买一赠一
活动。数量有限，卖完即止。

一口四香陶融香

“一瓶酒分为大小瓶，大
瓶450毫升+小瓶50毫升，饮
用时可将小瓶酒倒入大瓶内
混合调口味。”这就是彩陶坊
酒。目前，该酒优惠力度很
大，仰韶彩陶坊酒人和酒宴席
政策为买一赠一，每瓶价170
元，相当于85元一瓶。

据了解，仰韶酒业作为豫
酒新“五朵金花”之一，也是豫
酒振兴计划中重点关注的白
酒生产企业，彩陶坊的出现并
成功上市，经过十几年的打造
和坚持后，已在白酒行业成为

“超级大单品”，彻底改变了豫
酒的传统产品格局，也是外来

品牌研究的对象和竞争的主
要产品。

“一口四香、酱浓清芝、唇
齿之间、味蕾之上、层次绽放、
九粮九蒸、洞中之藏。”这是资
深酒友对彩陶坊洞藏D6酒的
评价。作为第十三香型的中
华陶融香酒，彩陶坊洞藏D6
酒更适合稍高档次的宴席商
务用酒。

据了解，焦报酒城开业以
来受到广大酒友欢迎，尤其是
该酒城推出的各种活动的确让
酒友得到了实惠，有需求的酒
友可以关注本报刊发的各种优
惠 信 息 。 咨 询 电 话 ：
17698716868（微信同号），活
动地点：建设路与成丰路向北
10米路西稻花香烟酒店。

图① 彩陶坊人和献礼

酒。
图② 宋河粮液秘藏3号。
图③ 珍酒。
图④ 古井贡酒V3。
（本文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王学典摄）

本报讯（记者王学典）说起
口粮酒，很多人都会想到纯粮
酿造白酒、性价比很高，并且口
粮酒价格也很透明。焦报酒城
针对广大工薪阶层的需求，通
过精选推出系列口粮酒供广大
酒友选购。

据了解，口粮酒只是一个
相对的概念，每个人的口粮酒
是不一样的。我们大家所说的
口粮酒一般认为是喝得起、能
长期喝且喜欢喝的白酒。站在
广大普通工薪阶层角度来看，
真正的口粮酒每瓶价格应该在

100元以下。
稻花香1992酒完全具有口

粮酒的特点。省去了包装，其
实就是省去了费用，减轻普通
老百姓喝酒的负担。焦报酒城
特惠价38元一瓶，每瓶返10元
红包，再送125毫升酒一瓶。

宝丰酒厂同样有一款口碑
很好的口粮酒——金标·宝丰酒
50度，中奖率超高。该酒为第
六代宝丰大曲，承袭古法酿造技
艺，70年经典传承，纯粮自酿，
地缸发酵，在延续清香型清与净
的基础上，加入更多老酒，酒体

陈香突出，清香纯正，柔和醇厚，
品之回甜，包装至简，给人以至
清至净体验，成就百姓高品质口
粮酒。这款酒还针对小饭馆推
出了经销价，有意的老板可以拨
打焦报酒城电话咨询。

本周所推荐的口粮酒属于
知名度比较高的白酒，如红星
二锅头53度 750毫升装、红星
二锅头56度款、永丰牌北京二
锅头出口小方瓶。再比如西凤
经典绿瓶、绵柔尖庄、洋河大
曲、绵竹头曲酒、银剑南A9、古
井六角酒、光瓶汾酒等。有兴

趣的酒友可以来焦报酒城选
购，凡是在焦报酒城购买的任
意一款白酒，在一周内买贵均
可补差价，并且假一赔十。市
区内购买整件酒，可享受送货
上门、货到付款服务。

本 次 活 动 咨 询 电 话 ：
17698716868（微信同号），活动
地点：建设路与成丰路向北10
米路西稻花香烟酒店。

图① 金标·宝丰酒。
图② 北京二锅头。
（本文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王学典摄）

焦报酒城推出多种优惠活动

焦报酒城：口粮酒真的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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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哪些人属于重症高风险人
群？他们该怎么办？据介绍，重
症高风险人群主要有三类：60
岁以上特别是80岁以上的老年
人，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没有
接种疫苗的人群。对他们来说，
最有效的保护就是接种疫苗。

没打疫苗的人对新冠病毒
感染的风险可能意识不足，还有
人因为自己有基础性疾病，不敢
接种；部分老年人担心接种不方
便。如果感染新冠病毒，有基础
疾病的老年人容易发展为重症
甚至导致死亡。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最新出台办法，要求进一
步提高大家对疫苗接种的认识，
加快推进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工作。

医务人员应科学判定接种
禁忌，比如既往接种疫苗时发生
过严重过敏反应，如过敏性休
克、喉头水肿。急性感染性疾病
处于发热阶段暂缓接种。正在
进行化疗的肿瘤患者、出现高血

压危象的患者、冠心病患者心梗
发作、自身免疫性神经系统疾病
处于进展期等暂缓接种。积极
接种疫苗，也是为自己的健康护
航。

当前，个人作好健康防护还
要注意什么？对于普通人群，要
做到勤洗手、外出时戴好口罩、
常通风、不聚集。均衡营养，适
当休息，合理运动，保持良好的
心态。

慢性基础疾病患者要按照
医嘱坚持用药。气温骤降等恶
劣天气时，慢性呼吸疾病患者尽
量减少外出。

如果出现发热、咽痛、咳嗽
等不适，做好健康监测工作。如
果重症高风险人群出现持续高
烧不退、呼吸困难等情况，要及
时到医院就诊，避免疾病加重。

冬季是呼吸道病毒高发季
节，要不要储备相应药品？据了
解，我国治疗呼吸道感染的药物
有充足储备。家里可以适当储
备一些解热镇痛的日常药物，但
没有必要去抢购、囤积。

经过近三年的抗疫，我国医
疗卫生和疾控体系经受住了考
验。当前，奥密克戎病毒致病力
在减弱。万一感染了奥密克戎
变异株，一部分人会出现发热、
咳嗽、咽喉痛等症状，使用一些
对症支持的药物包括中药就可
以。针对重症高风险人群，如果
使用已获批的治疗新冠肺炎的
小分子药物，要遵照医生指导。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近日，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印发《加强老年人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方案》，部
署进一步加快推进老年人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老年人接种疫苗必要性
大吗？有没有更便利的措施
方便老年人接种？当前我国
老年人疫苗接种情况如何？
针对公众关心的老年人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有关问题，记
者采访了国家疾控局卫生免
疫司司长夏刚。

有群众关心，家中老人
80多岁了，很少出门，有必要
打疫苗吗？

夏刚说，此次工作方案
提出，加快提升80岁以上人
群接种率，继续提高60岁至
79岁人群接种率。在基层调
研中他们发现，尚未打疫苗
的老年人群往往有三方面情
况：一是对新冠病毒感染的
风险意识不足，觉得自己日
常活动范围有限，接触病毒
的机会比较少；二是有些本
身有基础性疾病，担心疫苗
接种会发生异常反应，对接
种有顾虑；三是部分老年人
存在行动失能或半失能情
况，因此感到接种不方便。

针对这三方面问题，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出台了
一些办法，其中首要的是提
高大众和老年人对接种疫
苗的认识。老年人基础疾
病比较多，如果感染新冠病
毒，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
至死亡的风险较大，因此老
年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
获益是最大的。疫苗是安
全有效的。诚恳呼吁广大
老年朋友尽快行动起来，积
极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为自
己的健康护航。

有哪些更便利的措施方
便老年人接种？夏刚说，《加
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工作方案》从健全机制、优化
服务、细化宣传等方面进行
了部署和推进。

在优化预防接种服务方
面，将进一步提升预防接种
服务的温度和便利性。在前
期经验基础上，继续开设老
年人接种绿色通道。同时开
设临时接种点、流动接种车，
方便老年人接种。对一些失
能或半失能老人，将安排有
丰富诊疗和接种经验的医务
人员，上门为老年朋友提供
接种服务，用良好的、有温度

的工作服务，让老年人放心
接种。另外，医务人员在接
种过程中会耐心回答老年朋
友的疑问，会对老年人健康
状况进行评估，确保接种安
全。

当前我国老年人疫苗接
种情况如何？下一步有哪些
工作重点？

据了解，我国老年人接
种新冠病毒疫苗的总体情况
还可以，但在不同年龄层次
有差异，80岁以上的老年人
接种率还不是很高。所以一
方面要整体提高老年人的接
种率，一方面要重点推进和
提升80岁以上老年人的接
种率。

截至11月28日，我国有
90.68%的 60岁以上老年人
接 种 了 新 冠 病 毒 疫 苗 ，
86.42%完成全程接种。我国
80岁以上老年人新冠病毒疫
苗的全程接种率为65.8%。

下一步，相关部门将认
真贯彻方案要求，指导各地
周密组织部署，优化接种服
务，做好新冠病毒疫苗加强
免疫和老年人的接种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
日电）

重症高风险、普通人群怎么作好健康防护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专家回应防疫热点

随着奥密克戎病
毒致病性的减弱、疫苗接种
的普及、防控经验的积累，
我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
新任务。当前，重症高风
险、普通人群怎么作好健康
防 护 ？ 如 何 看 待 用 药 需
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王贵
强作出专业解答。

“ 老年人接种疫苗必要性大吗
国家疾控局回应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