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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缘酒业胡跃吾：
谋划酒缘大业，打造“中国新名酒”

5 月 9 日，由华糖云商发起的“2018 年

华糖夏季精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国际会展

中心举办。在首场“拥抱新时代，抢占制高

点，中国名酒发展峰会”上，茅台、五粮液、郎

酒、泸州老窖、洋河、今世缘、西凤、衡水老白

干等著名酒企参加会议并进行交流。江苏今

世缘酒业副总经理胡跃吾作了题为《相信趋

势的力量，创引中国新名酒时代》的主旨演

讲，结合今世缘、国缘品牌成长的实践，就打

造新时代“中国新名酒”发表自己的观点。

新时代需要“中国新名酒”

胡跃吾认为，当下，打造中国新名酒有

着非常现实而重要的意义。从大国崛起来

说，白酒是中国 5000 年历史文化最好的传

承和价值表达方式之一，伴随着中国重新崛

起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新名酒将成为最能代

表和传播中国形象的消费品类之一走向全

球化；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来

说，国家停止酒类评比至今已有 29 年，人民

生活显著提高，消费水平持续升级，在“酒要

喝少、喝好”的普遍心态下，“舒适酒度，更高

品质”成为白酒的未来趋势。在行业“马太效

应”越发凸显的今天，这个大蛋糕只会属于

部分强势骨干企业，属于勇于创新的新名酒

企业；从行业竞争态势来说，随着白酒业进

入深度调整期，随着公务接待禁酒、贸易壁

垒的打破以及移动互联的到来，全国范围的

消费习惯快速融合，传统中国名酒将面临大

洗牌，迎来中国新名酒时代。

“中国新名酒”应具备五大特征

胡跃吾认为，未来“中国新名酒”应具备

五大特征：品牌差异化。白酒企业必须充分

挖掘企业品牌的独特文化内涵，通过打造差

异化的品牌文化，而与竞争对手在顾客心智

中进行有效区隔，产品才能畅销、长销、溢价

销，企业才能保持在市场上的领先和优势地

位。酒体中度化。随着 80、90后消费话语权

的快速到来，追求饮后舒适，白酒降度化、健

康化已成为时代发展趋势，高端中度会成为

主流，高端高度酒将成为传统小众酒，成为

专业酒友的选择。中度白酒也是白酒国际化

的必由之路。价格亲民化。把优质的产品价

格控制在老百姓可承受范围内，是“中国新

名酒”维护白酒市场价格秩序，营造公平竞

争环境的重要职责。这其中大众化、次高端

化将成为最为集中的价格区间。生产智能

化。基于标准化基础上的酿酒生产智能化方

式，以标准替代手工，以数字信息替代传统

经验，可以保证规模产品的质量稳定，品质

如一，比传统生产更能保证酒品质量。企业

规模化。只有实现规模化的白酒企业才能具

备足够的资源投入产品的研发提高、品牌的

持续提升、渠道的逐步深耕，提升企业抗风

险的能力。

今世缘谋划酒缘大业
打造“中国新名酒”

今世缘酒业的前身是江苏名酒“三沟一

河”之一的高沟酒厂。作为江苏白酒双雄之

一，1996 年创牌今世缘，2004 年又创牌国

缘，2008 年起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跻身全国白

酒行业十强，2014 年 7 月在上交所主板上

市，2017 年成功摘得“全国质量奖”，蝉联“全

国上市企业百强”殊荣，企业的硬实力和软

实力得到了极大提升。

胡跃吾认为，“缘文化”是今世缘核心竞

争力，今世缘崛起源于缘文化。在挖掘“缘文

化”方面，今世缘酒业与中国文化院等权威

机构加强合作，对中华缘文化进行理论与实

践方面的深入研究，实现缘文化的创新性转

化和创造性发展，把缘文化融入产品，把产品

融入生活。今世缘科研团队，历经多年探索，于

2015年 5月研制成功中国第一条白酒智能化

酿造生产线，引领中国白酒酿造智能新时代；

同时把酱香型的优雅与浓香型的醇厚完美结

合，做出了自己的特色，成功调制出国际主流

度数的 42度中度健康白酒。既具备中度白酒

的自然舒适，更兼具了高度白酒的醇厚饱满，

形成“喝国缘，醉得慢，醒得快，不上头，不口

干，不误事”的良好品质口碑。

为迎合新时代中产阶层轻松化、健康化

的饮酒需求，今世缘酒业优化高端国缘品牌

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将国缘从“江苏高端

白酒创导品牌”升格为“中国高端中度白

酒”，在精耕省内市场的同时，坚持省外重点

突破，梯次开发，同时重点借势央视主流传

播平台以及凤凰网等权威媒体的高度，以

“与大事结缘，同成功相伴，为英雄干杯”为

传播策略，积极参与、策划符合品牌定位及

目标顾客群体的各类政商圈层活动，打造超

级文化白酒、全国次高端新名酒。面向未来，

今世缘人将弘扬“追求卓越，缘结天下”的企

业精神，紧扣社会主要矛盾，谋划开创酒缘

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振兴民族品牌，创引

“中国新名酒”时代！ 渊邹贯军 苗学飞冤

安吉白茶首次亮相国际展会

波兰国际食品展上八
位茶农显“身手”

几天来，在位于中欧的波兰第三大城

市———波兹南举行的“国际食品展”上，安吉溪

龙乡雅思茶场薛勇、语茉茶场贾伟、叶兢茶场叶

兢君等八位茶农的展位前，人流如潮。来自各国

的茶商们争相品尝刚刚冲泡好的安吉白茶，

“OK、OK”的声音不绝于耳，安吉白茶让他们一

个个竖起了大拇指。

为充分展现安吉白茶的超群品质，安吉茶

农把白茶园和采制过程“搬”到了现场，录制的

视频在展位前循环播放，只见万顷梯式茶园从

山脚排到山顶，溢彩流光，如诗如画。去年曾来

中国拍摄《梦境之地—茶马古道》的法国电视三

台负责人达纳·阿斯捷反复看了视频后说：“这

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片神奇的茶叶，一定要来

拍摄中国安吉白茶！”

安吉白茶不仅绿了安吉山，扬了安吉名，富

了安吉人，而且已融入安吉人的血脉，成了安吉

人的骄傲。如今，安吉白茶种植面积共 17 万亩，

去年产量 1860 吨，产值达 24.74 亿元，带动种植

户达 1.58 万余户，产业链从业人员 19.8 万人，

人均增收 6800 元以上。“2018 中国茶叶区域公

用品牌价值评估”结果显示：安吉白茶区域公用

品牌价值达 37.76 亿元。

早在 2012 年，安吉白茶就曾漂洋过海，虽

有出口，但量不大，有鉴于此，安吉溪龙乡为打

造中国·安吉白茶小镇，组织八位茶农带着白茶

闯波兰，利用国际平台，让世界爱上中国茶。茶

农张忠明说，欧盟是世界上茶叶安全标准最高

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安吉白茶能够通过欧盟标

准检测并参加展会，说明品质过硬。而茶农任岳

春则认为，安吉白茶首次出国参展，不只是卖

茶，更多的是多元化、多角度展示中国茶文化，

增强世界对中国茶文化的了解和认知，更是以

安吉白茶在国际上的引领作为，让世界爱上中

国茶。 渊杨君左 通讯员 陈毛应冤

储存能力 4245 吨的仓库，一个智能机

器人，每小时完成最少一千件，最多两千件

的药品运输入库，而此前需要 10 多个工人

完成的分类搬运入库工作，一个智能机器人

就可以完成，而且码垛效率是人工的 3 倍。

这是在国药集团同济堂(贵州)制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同济堂”)骨科中药生产基地

自动仓库，发生的转变。一个机器人就完成

扫码识别、抓取分类、存入特定仓库等系列

工作。

从 1888 年创立至今，作为贵州省唯一

被国家授予“中华老字号”的医药企业。同

时，其主导产品“仙灵骨葆胶囊”填补了中成

药治疗骨质疏松的国内空白，并获得国家专

利，单品种年产值超过 10 亿元。

贵州大数据风生水起，政府倡导大数据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该公司自 2016 年初，

从德国引进智能包装线，从生产到入库进行

了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搭乘贵州大数据发

展“快车”，逐步建立了智能制造生产线。

“通过智能仓的后台管理系统控制整个

流程，入库进来的单据激活后，生产车间的

包装线传送过来的包装好的药品，智能机器

人会自动抓取，自动分配储存位置。”智能仓

管理人员蒙菊告诉记者，同样，药品出库时，

机器人也会根据指令自动识别。

在同济堂数据中心，一块高清大屏幕，

车间托盘货物输送、料箱货物输送、立体仓

储等信息实现实时监测。“生产过程也实现

了实时在线监测，通过数据上传分析，可实

现精准监测和规范化、标准化生产。”同济堂

生产部经理游创文说，设备终端设有控制面

板，预设“纠偏线”和“警报线”，如生产线上

有不合格产品，设备将自动停机、报警，停止

生产。

中药制剂全流程智能制造新模式使得

这家历经 130 年的“中华老字号”生产效率

和产品质量的提升。2017 年公司斥资 500 万

欧元引进德国乌尔曼生产线，攻克进口设备

匹配中药生产的技术难题，生产效率达到

1300 板/分，极大的提高了国内中成药智能

制造水平。

以《中国制造 2025》战略推进为契机，同

济堂通过引进国内外其它现代化中药制剂

设备，包括 FZ300 型沸腾制粒机、码垛智能

机器人等，建立了一套全数字化传递、可视

化生产的先进生产线，形成了集中药材种

植、新药开发、中西药制剂等为一体的完整

医药产业格局。

此外，为解决医院、消费者中药煎药设

备落后等痛点问题，同济堂正着力构建具备

中药代煎智能配送服务中心，提供从医院到

患者的全程智能化服务，“收到处方后，设

备将自动抓药、煎药，通过配送中心，上午接

的单子，下午 5 点之前必须送到患者手中。”

同济堂中药代煎智能配送服务中心负责人

覃方勇说。

近年来，其产品逐渐销往中国香港和台

湾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

渊冷桂玉 赵万江冤

姻 秦剑

宜宾人把酿酒的作坊称为糟坊，糟坊内

是非常传统的窖池、天锅地甑、盛装原酒的

大陶坛等酿酒器具，此外，还有酿酒匠人们

古朴技艺中的忙碌身影。宜宾白酒糟坊酿酒

历史源远流长，其中不乏被列入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的国宝级窖池。宜宾白酒行业正是因

为这些神奇的“窖池”，让宜宾白酒盛名远

播，享誉世界。

爱酒之人都知道，品酒得认品牌。宜宾

民谚：“北门窖子出好酒。”至今为老宜宾人

津津乐道。

时间倒流上千年，也许还能遇见杜甫、

苏轼、黄庭坚、范成大、陆游、岑参等著名诗

人正在古戎州饮酒作诗。宜宾的美景、美酒

是文豪们创作灵感的源泉，他们一叶轻舟沿

江而下，借酒遣怀、呼朋引伴……留下了不

少赞美宜宾美景佳酿的翰墨和诗篇。

黄庭坚在宜宾的日子自不消说，流杯池

“曲水流觞”的来历在宜宾尽人皆知。据宜宾

广播电视大学教授凌受勋考证，关于酒与大

诗人的掌故还有两例值得宜宾人引以为豪：

一是文坛苏氏三父子（苏洵、苏轼、苏澈）从

家乡眉州出发，乘船顺岷江而下，经过宜宾

（古为戎州），从旧州坝上岸、过南溪、经江

安，一路和诗咏文共作诗 8 首。其中就有东

坡先生的诗文《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

往南溪小酌至晚》，时值下雪天，天寒地冻，

也挡不住苏氏三父子对宜宾美酒向往，从宜

宾往南溪的旅途中，三苏其乐无穷，小酌至

晚；另一例是爱国诗人陆游，停船上岸专门

来凭吊黄庭坚在叙州（今宜宾）留存的遗迹，

他为崇敬的偶像贬谪宜宾大鸣不平：“千寻

铁索还堪恨，空锁长江不锁愁”“文章何罪触

雷霆，风雨南溪自醉醒。”

诗人醉饮南溪，留下的诗篇犹沾“酒气”，

酿酒的糟坊又如何不是岁月沉香？这些古老

的槽坊、酒窖传承至今已属白酒生产企业的

不可复制价值源泉，这些百年酒坊酒窖不仅

分布在宜宾老城区，古城南溪也有许多著名

的百年老窖。其中就有公元 1806年，仙临水

巷子糟坊迁移至南溪水巷子古街，80 口百年

老窖群是当今宜宾白酒界有名的糟坊之一。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变与不变中，古法

传承与创新发展不断改进和完善，宜宾金喜

来酒业让水巷子糟坊实现了凤凰涅磐，重新

展现出它独有的风采。当前，金喜来又推出

了老窖浓香白酒———水巷子·小青花酒。

金喜来酒业拥有原生态、老窖群池，不

间断地孕育着富含生香物质的微生物群、继

承古法酿制技艺，以原产地精酿，确保百年

老窖悠长岁月而臻于化境，成就这天然的优

秀品质，水巷子系列白酒精选高粱、大米、小

麦、玉米、糯米，老窖发酵，基酒爽净，技法老

熟。生产出的酒品具有浓香醇厚协调，回味

悠长的特质。

浓香美酒，五粮酿造。水巷子糟坊作为

宜宾金喜来酒业有限公司白酒生产的核心

竞争力，岁月流淌，流传至今。在源远流长的

酿制的过程中，水巷子糟坊凝结了 200 年来

酿酒匠人的智慧和勤劳，匠心传承五粮酿

造、一脉相承的技艺，精选五粮精华，历经筛

选、储存、制曲、入室安曲、拌料、上甑蒸煮、

出甑摊凉、拌曲、发酵、出窖等古法工艺，娴

熟地道，使其酒体的香和味酝酿成淋漓尽致

的宜宾特有五粮浓香风格白酒。

好酒少不了时光的历练，水巷子小青花

酒的诞生就是一种境界的深层追求，一项工

艺的千锤百炼，一种文化的时代传承。

早在 2015 年，宜宾金喜来酒业生产的

白酒已经获得“布鲁塞尔国际大赛金奖”、中

国最具创新价值品牌、四川省名优产品宜宾

酒地理保护标志等荣誉标志。

中国著名白酒专家曾祖训、胡永松、钟杰、

赖登墿等给予了金喜来系列白酒“无色透明、

窖香幽雅、陈香舒适、醇厚绵甜、香味谐调、余

味爽净、多粮浓香风格典范”的盛赞和佳誉。

在“酒都宜宾”的天然馈赠下，如今，在

宜宾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金喜来酒业生产

的水巷子系列酒，水巷子小青花就是其中的

明星产品。在宜宾南岸核心商圈莱茵春天

LG 底楼的水巷子专卖店内，荟聚着琳琅满

目的金喜来酒业生产众多亲民好酒，为传承

而来，为健康酿造。

姻 本报记者 李代广

5 月 10 日，是国务院确定的“中国品牌

日”，当天，从韩国市场传来喜讯，5 月初，河南

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同时

进驻韩国最大的两家便利超市———CU 便利店

和 GS25 便利店，新鲜、健康、高端的中国鸭肉

品牌获得韩国民众的广泛认可，华英鸭进一步

走近韩国终端消费人群。

华英公司是一家以樱桃谷鸭加工为主，集

祖代种鸭繁育、父母代种鸭/种鸡孵化、商品鸭/
鸡养殖、屠宰、熟食加工、饲料生产、羽绒加工

等系列化生产于一体、全产业链、国家大型禽

类食品加工企业，拥有自营进出口权，在信阳

潢川、信阳淮滨、周口淮阳、山东单县、江西丰

城建有生产基地。

公司是国家首批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全国鸭行业首家上市企业、中国畜牧业先

进企业、中国质量诚信企业、全国质量标杆企

业、国家 AAAA 级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中国

肉类食品行业强势企业、全国食品安全示范企

业、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出口示范企业、畜禽屠

宰最具价值品牌企业、河南产品质量管理卓越

100 强企业、河南省节能减排创新示范企业，是

农业部认定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机构，

具备年出雏禽苗 2 亿只、屠宰加工樱桃谷鸭 1
亿只、肉鸡 8000 万只、熟食 6 万吨、羽绒 2 万

吨、饲料 120 万吨的生产能力。

CU 便利店是韩国最大的连锁超市集团，

在韩国拥有 1.3 万家便利店；GS25 是韩国第二

大连锁超市集团，拥有近 1 万家便利店，两家

便利超市已经成为韩国人生活中最为依赖的

消费场所。以这两家连锁超市为依托，华英产

品顺利走近韩国终端消费人群，以韩国市场为

开端，华英产品正在大踏步走上世界人民的餐

桌，逐步实现“中国品牌，世界共享”的美好企

业愿景。

华英公司成立 27 年来，坚持“以中国为基

础、把世界做舞台”，不断用开放的战略思维和

国际化的经营理念，积极拓展国际空间，打造

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级禽业领导品牌。

“中国品牌，世界共享。”在董事长曹家富的

带领下，华英产品已经畅销日本、韩国、中东、

中亚和欧盟等全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华英

鸭也成为中国高端鸭肉产品的代名词，正以高

品质、高标准的产品形象改变着外国人对中国

食品的传统印象，公司成功实现了从“中国鸭

王”、“亚洲鸭王”再到“世界鸭王”的华丽转身，

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具规模的全产业链的高端

鸭肉产品提供商。

据了解，华英公司主导产品是“华英”牌鲜

冻鸭肉系列产品，有整鸭类、分割鸭肉类和鸭

副产类三大类 160 多个规格品种，还有“华英”

牌鲜冻鸡肉系列产品有近 100 个品种、熟食制

品有 70 多个品种。“华英”牌系列产品获中国

名牌产品、中国名牌农产品、中国肉类产业最

具价值品牌、无公害农产品、河南省名牌产品、

河南出口名牌产品、河南清真食品知名品牌等

质量荣誉，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10 年上海

世博会、2011 年深圳大运会、2014 年南京青奥

会、2015 年郑州上合组织政府首脑会议、2016
年杭州 G20 峰会、2017 年厦门金砖会议等国家

重大国际活动官方指定的鸭肉供应企业。

荫国际会展现场荫胡跃吾作主旨演讲

听“水巷子 " 讲故事

中国品牌 世界共享

华英鸭成功进驻
韩国最大连锁超市集团

五粮浓香 历史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荫宜宾流杯池荫金喜来酿酒作坊 荫水巷子糟坊

智能制造：130 岁“中华老字号”焕发新活力

荫智能机器人在进行药品识别分类抓取。 冷桂玉 摄 荫智能包装车间。 赵万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