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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双汇集团协办

姻 本报记者 何沙洲

7 月 7 日，在桑科大草原格桑花盛开的时

候，来自全国各地甘肃商会的陇商代表和企

业家们近百人走进位于甘南州青藏雪域高原

的安多集团，参观了安多畜牧产业园区的现

代化屠宰、加工生产线后，下午在安多假日大

厦十楼大会堂举行了甘肃电视台《天下陇商》

栏目开播两周年庆典暨“健康源于自然”论坛

活动，企业家们畅所欲言,与大家分享着新颖

的健康理念。

会上，安多集团董事长、总经理王志荣与

马来西亚、河北甘肃商会、河南甘肃商会、贵

州甘肃商会等六家商会签订框架合作协议，

携手致力于让雪域高原安多牧场的牦牛、甘

加藏羊核心价值放大优势，将安多牧场生态、

高品质的牦牛肉、甘加藏羊肉推向全国、推向

世界人民的餐桌，传播“健康，源于自然”的生

活理念。

“各位陇商代表能走进甘南，深入企业，

这是各位陇商对甘南厚爱，也是对甘南的未

来充满着期待。”甘南州州委常委、副州长袁

新河在致辞中说，甘南是一片还未完全开发

的沃土，希望各位家乡的企业家到甘南投资

兴业，希望安多集团做强做好安多牧场牦牛、

藏羊肉品牌，与天下陇商们共创甘南幸福美

好的明天。

陇商企业家代表天士力控股集团吴丹勇

副总裁在致辞中代表天士力控股集团董事局

闫希军主席向活动表示祝贺，并就“健康源于

自然”主题结合天士力提出的大健康理想进

行了阐述和分享。天士力作为现代中药的领

军企业,以创造健康、人人共享为企业使命，20
多年创新推动中药现代化、国际化发展不动

摇，创新推动复方丹参滴丸走向国际，成为与

化学药、生物药三足鼎立的共享医学大药。同

时，早在 2002 年天士力就提出了大健康发展

战略与目标，成为大健康理念传播者、大健康

文化践行者、大健康方案设计者、大健康产品

提供者,并系统规划实施了产业布局,全力打

造大健康生态圈,成为大健康领航企业。让人

民更加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就是天士力的

使命与责任。吴丹勇表示，安多集团开发的青

藏高原安多牧场生态、有机、清真的牦牛、藏

羊肉品，在满足人民对健康的追求上有很好

的市场前景。

安多集团是甘肃肉食品加工产业的标杆

企业，始终坚持健康源于自然的理念，致力于

生态旅游畜牧产业的发展。王志荣在做“健康

源于自然”的主题发言中说，在食品安全问题

层出不穷的今天，奉行“诚实守信，健康到永

远" 经营理念的安多公司有着得天独厚的优

势。在全世界牦牛分布中，安多牧场的牦牛共

计约 1033 万头，占全国牦牛总量的 73%，约

占全球总量的 70%, 是中国牦牛和世界牦牛

的主产区。牦牛一般 5-6 年才出栏 (体重

110kg 左右)，藏羊 4 年出栏(体重 20kg 左右)，
肉品富含生命力极强的自然基因种，肉质鲜

美，具有高蛋白、低脂肪、低能量、氨基酸含量

丰富的特点，是营养、微量元素等医疗方法无

法替代的天然营养型、功能型食品。目前，安

多集团生产的安多牧场品牌牦牛、藏羊肉产

品覆盖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北等地区，

畅销北京、天津、辽宁、吉林、内蒙、山东、江

苏、安徽、广东、湖南、重庆等全国 20 多个省

市，已成为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全国人大办

公厅、甘肃省政府驻京办事处、西藏自治区政

府储备肉等供应商，在业内树立了较高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带动了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

推动了民族地方经济振兴，促进了农牧民群

众增收致富。

安多集团副总经理宋宗文介绍了公司正

在建设和规划中的项目，希望与陇商们携手

共创发展未来。

夏河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蒋爱民在致

辞中介绍了夏河县的投资发展环境和生态健

康发展项目。吴丹勇、王志荣和正威（甘肃）铜

业科技公司行政总监席平海、中国安全食品

甘肃省推广办公室李永红主任上台与企业家

们互动探讨了自然之道、健康之道。

活动当晚还在安多集团举办了大型文艺

露天晚会，现场气氛热烈，陇商企业家们踊跃

演出。

7 月 8 日，企业家们走进大草原，零距离

接触在安多牧场优美的环境中自然生长的牦

牛、藏羊，在七月鲜花盛开的草原撒欢，跳锅

庄舞，大口吃鲜美的牦牛、藏羊肉，让身心来

一次回归自然之旅。这两天正好到安多集团

考察的四川锦酱房味业董事长杨晓飞、四川

天赐藏享总经理罗成认为，享受安多牧场美

味的牦牛藏羊肉，就是享受自然赐予的健康。

8 日下午，企业家们走进合作市经开区的

华羚乳品集团公司，在合作市委副书记马庆

平和华羚集团总经理敏永祥陪同下参观生产

线、文化和产品展示区。华羚斥巨资建设了国

内首家集研发、生产、加工于一体的青藏高原

牦牛乳产业园，将牦牛乳系列产品作为一种

高营养价值、绿色、有机、健康的终、高端产

品。遵循自然法则，树立大健康理念，发展大

健康产业。

吴丹勇在和马庆平、敏永祥交流中说，甘

南在发展生态畜牧健康产业和旅游产业上大

有前景。他参观和品尝了华羚正在努力打造

的全天然、绿色、有机、健康的顶级牦牛乳系

列产品，该系列产品能让顾客从中感受到纯

净、自然，感受到雪域高原那蓝蓝的天、洁白

的云、绿油油的草地。吴丹勇对华羚公司在产

品研发、产业升级、品牌建设和对当地社会发

展所做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庆平希望

华羚能通过合作整合资源，更好地提高华羚

品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天下陇商》走进安多牧场自然之旅
安多集团王志荣：健康，源于自然

筠连县食药监局开好
“院坝会”打响“攻坚战”

7 月 6 日晚，四川筠连县镇舟镇尖峰村二

组组长李友彬家的院坝好不热闹，该县食药监

局联合镇村两级帮扶力量与尖峰村二组的村民

同开院坝会、共商脱贫计。

院坝会上，县食药监局局长沈辅君向村民

们讲述了开院坝会的初衷———大家因脱贫攻坚

而结缘，在脱贫奔康中逐渐亲如一家人。开院

坝会是为了让大家能坐在一起交心谈心，共同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把“要我脱贫”变成“我要脱贫”，把日子越过越

好。

夜幕渐深，农家小院里却越发热闹，结束一

天劳作的乡亲们与帮扶部门领导、镇舟镇驻村

领导、驻村工作队、村干部们围坐在一起，你一

言我一语，从一项项帮扶政策的兑现、一处处村

容村貌的变化谈起，聊产业、唠家常、话发展，面

对面听民声、问民计、答政策。对乡亲们提出的

疑问当场一一解答，当场不能解决的，由驻村工

作队收集整理做好记录后召开专题会议逐一破

解。

通过入村入组召开院坝会，架起干部与群

众的“连心桥”，现场解答扶贫政策、解决产业发

展瓶颈、化解村民怨气，将“院坝会”开成群众矛

盾意见的“化解室”。

接下来，县食药监局将与驻村工作队和尖

峰村村支两委一道继续深入到每一个村民小组

分别组织院坝会，与乡亲们面对面交流沟通，全

方位宣传扶贫政策，听取群众意见，不断改进工

作方式，引导村民明政策、说变化、懂感恩，力争

把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好地提升群

众的满意度、认可度，打赢这场脱贫摘帽“百日

攻坚战”。 渊闫丽冤

姻 本报记者 许强

2018 年 2 月 28 日，《2018 胡润全球富

豪榜》出炉，稻花香集团党委书记、终身名誉

董事长蔡宏柱以 82 亿人民币的财富首次登

榜。胡润全球富豪榜统计标准为全球十亿美

金富豪。

5 月 21 日，蔡宏柱被授予“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酒业功勋人物”，蔡宏柱再一次引起

世人的关注：蔡宏柱是谁？他来自哪里？他创

造了什么？还要做什么？

本报记者从上个世纪一直近距离探寻

蔡宏柱创业之路，为了更准确地了解蔡宏柱

先生，本报记者日前独家专访了蔡宏柱，再

一次重温了他的创业故事。

一、少年壮志———改变贫穷
1951 年秋的一个清晨，朝阳喷薄欲出，

湖北宜昌龙泉镇青龙村一户农民家里传出

清脆的男婴啼哭声，数十年后，这个孩子长

大成人，成为了龙泉经济支柱、真正的栋梁，

他就是蔡宏柱先生。

蔡宏柱出生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

废待兴。蔡宏柱还有三个姐姐，家里的生活

十分窘迫。为了供蔡宏柱读书，全家人省吃

俭用。三年自然灾害，蔡宏柱一家上山挖野

菜充饥，吃过橡子、大叶女贞野果。艰苦的生

活没有压倒蔡宏柱，反而在蔡宏柱幼小的心

里产生了强大的信念———一定要摆脱贫困，

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1965 年的一天清晨，太阳还没有升出地

平线，14 岁的蔡宏柱背着一床破旧的薄棉絮

和一袋苞谷面，还有几瓶咸菜，急速向几十

公里外的鸦雀岭中学走去。走到一个山坡

上，蔡宏柱停了下来，把手伸进上衣口袋捏

了捏，感觉到父母卖掉家里所有的鸡蛋和粮

食凑的五块钱学费还在，脸上露出幸福的笑

容。那个年头，方圆几十公里能上鸦雀岭中

学的属于凤毛麟角，既需要成绩好，还要家

里供得起。蔡宏柱三个姐姐都没读多少书，

家里全力供他上学。矗立山坡，蔡宏柱远眺

鄂西原野，山峦重叠、烟波浩渺，心中升起一

种豪迈“江山如此多娇”。

据蔡宏柱回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没

在学校继续深造，他便回家务农，一心要改

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少年的他心怀信

念，积极努力，每天都像上紧的发条，不停

歇、奋发图强。

1970 年初，生产队搞副业，生产队长塞

给他 50 元钱，让蔡宏柱拿去做本钱，“想办

法赚点钱回来分给大家过年。”蔡宏柱一个

人赶着牛拉着板车到宜昌，给葛洲坝工地拖

砖，从十三码头到水电厂一天两三趟，一车

700 块砖，一天加起来有 1.7 吨，跟一台小型

柴油车差不多。一个月下来，他给生产队里

挣回了 1940 块钱。

后来，蔡宏柱做过生产队出纳、林场技

术员，去铁厂打过铁，学过车工，养过蜂。他

能吃苦，血脉中奔腾着青春的热情。

当青春壮志相遇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

代，蔡宏柱脱颖而出。

二、价值观导向———创业报国
1982 年，改革萌芽破土而出，31 岁的蔡

宏柱顺势而为，创办了村子里的第一家工

厂———青龙村酱油厂，抒写了著名的“三个

人、三口缸、1500 元贷款”故事。他用板车拉

着酱油沿街叫卖，没几年，蔡宏柱便成了远

近闻名的“万元户”。

“农民太苦了，太穷了，我只有把企业做

大做强，才能带动家乡人富裕起来。”先富起

来的蔡宏柱并没有躺在自己的“一亩三分

田”里享福，而是想到了自己的穷乡亲。1986
年，蔡宏柱又挑起镇里两家饮料厂、一家土

门酒厂的管理重担，将企业更名为“宜昌县

龙泉柏临酒厂”。

当时这三个厂账面上余额不到两千元，

而未搞定的欠账将近 30 万。

蔡宏柱没有放弃。那年，快过年了，酒水

放在各地代卖的钱收不回来。账上没一分

钱，腊月二十四，在河南卖酒的销售员谢言

长打回来电话，蔡宏柱没听他诉苦，只说：

“必须带两千块钱回来!”过年前三天的傍晚，

谢言长回来了，当他把一沓有着角角钱的两

千块钱递到蔡宏柱手上时，蔡宏柱眼睛一

热，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把钱全部分给了

工人、供应商。

那年年夜，蔡宏柱在鞭炮声中思考了很

久，怎样才能让家乡人共同富裕？答案是创

业。搞什么好？答案是专注做白酒。茅台、剑

南春、五粮液等名酒称霸市场，自家生产的

“柏临小曲”“峡江曲酒”“蜜橘酒”鲜为人知，

怎么办？答案是精益求精，停掉其他项目。

1992 年，蔡宏柱提出 “两找一创走三

高”的发展方针：“两找”即找名厂、找名师，

“一创”即创名牌，“三高”即高起点、高质量、

高效益。蔡宏柱频频跑四川，拜访数十家著

名川酒企业，寻找经验丰富的酿酒师。最后，

他找到从五粮液退休的高级工程师陈师傅。

在陈师傅的指点下，蔡宏柱进行上千次实

验，以高粱、大米、糯米等原材料为主，采用

传统五粮酿造工艺，当年 10 月“稻花香”酒

研制成功，一经投入市场，即备受追捧，很快

在中国白酒品牌中树立起一道亮丽的风景。

“创业报国！”这种潜意识，一直指引着

蔡宏柱阔步前行在创业之路上，不后退，不

放弃。 渊待续冤

乐观主义者———蔡宏柱
姻 中国白酒品牌观察员 许强

在我的印象中，蔡宏柱先生总是面带微

笑，豁达又睿智。

2018 年 5 月 28 日下午，我再一次见到

蔡宏柱先生时，他依然面带微笑，亲和力一

下锁住了我的心。他精神饱满、活力四溢，仿

佛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我恭贺他荣获“中国酒业改革开放 40 年功

勋人物”奖，对此，他并没有喜形于色。

聊时代、聊行业、聊生活，他的微笑很有

感染力。

关于成功，蔡宏柱说了六个字“天时地

利人和”。

关于身体，他幽默地用了韩磊的歌：“向

天再借五百年”。

关于稻花香，他说要“树百年品牌、富百

万农民”。

聊完，他用左手打开手机回复了一下微

信。

晚餐后，来了几个家乡人，蔡宏柱与他

们笑谈人生，回忆往昔。

“小时候，我们都很穷，后来老蔡先富

了，我们都跟着富了，都住进了别墅。”一位

60 多岁的龙泉人说，“现在龙泉有别墅的人

多了，还有电梯公寓，稻花香贡献很大。稻花

香刚成立时，龙泉就一条街，200 多户人家。”

他的话打开了蔡宏柱的记忆，他们开始回忆

30 多年前那些住在龙泉的乡亲……蔡宏柱

的记忆力很好，他几乎能记住当时所有的龙

泉人。

我私下里问了一位老龙泉人：“蔡总为

什么能够成为富豪？”龙泉人立刻告诉我：

“老蔡这人有智慧，有胆量，有气魄，能容人，

好人缘，关键还有老天关照。”其实，我在与

龙泉人的交流时心里早有了结论———目标、

价值观、心态、专注、意志、胆魄、积累、传承

这八大要素就是蔡宏柱先生致富的内在因

素。

告别蔡宏柱，散步于柏临河畔，微风拂

面，心神清爽。

龙泉铺秀丽的街灯在柏临河拖着长长

的光影，射灯里的水车还在不停地旋转。稻

花香厂区的广场上，一群老人幸福地跳着广

场舞……

酒之大侠
———探访改革开放40年中国酒业功勋人物蔡宏柱（一）

荫稻花香集团党委书记、终身名誉董事长蔡宏柱

采访札记

荫陇商走进安多畜牧产业园区

荫甘南州州委常委、副州长袁新河致辞

荫天士力控股集团副总裁吴丹勇介绍天士力的使命和责任

荫安多集团董事长、总经理王志荣讲解健康源于自然

荫企业家们走进美丽的安多牧场荫马庆平(右)、吴丹勇(中)和敏永祥在华羚乳业交流荫敏永祥向来宾介绍华羚乳业的科技创新和
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