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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为油田经营效益挂上“加速挡”
筲“以电代油”尝到了甜头 筲“脱胎换骨”新方式开采

■ 本报记者 许强

7 月 16 日，武汉东湖宾馆。

红旗招展，千人云集，誓言铮铮。来自全

国各地的稻花香酒业公司的经销商携 2019
年辉煌战报胜利会师与此，参加稻花香酒业

公司盛大的 2020 经销商年会。本报记者应邀

参加，大会上，稻花香酒业回望 2019，深化厂

商联盟，构建共赢体系，共筑财富梦想，并提

出了恢弘的战略构想。

稻花香凭什么实现其战略目标？凭什么

能笑傲酒业市场？近日，带着这样的问题，本

报记者有幸独家专访了稻花香集团董事长，

稻花香酒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蔡开云先生。

什么是稻花香的旗帜？
记者院采访稻花香 20 多年了，稻花香的醇

香早已沁我心扉，稻花香人浪漫主义情怀深深

地打动了我，稻花香“万众展宏图”的豪迈让我

感到了稻花香发展的蓬勃动力。我和很多人一

样，听到“稻花香”三个字，就想到了丰年。

蔡开云院 稻花香追求的不仅仅丰年那么

单一。稻花香品牌源于南宋大词家辛弃疾之

名句：“醉扶怪石看飞泉，酿成千顷稻花香”。

但很多人认为是源于《西江月·夜行黄沙道

中》“稻花香里说丰年”。“丰年”是稻花香追求

的，但不是全部，稻花香的追求和“中国梦”一

脉相承，“中国梦”的本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记者院您在 2020 经销商年会上有一句话

“豪情逢盛会，共举千秋业”很震撼，请问您说

的“千秋业”是什么？

蔡开云院是创造消费者的美好生活。

记者院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使命愿景，稻

花香的使命、愿景是创造丰年吗？

蔡开云院包括但不限于“丰年”。我们追求

业绩，但稻花香更追求消费者的幸福生活。所

以稻花香的追求是更高更远更辽阔的目标。

2019年稻花香做了什么？
记者院稻花香追求高远，如何追求？

蔡开云院执着、坚持、创新。我坚信，稻花

香的梦想能实现。2019 年，是“131”目标起航

之年，我们坚持以发展破解难题，转变新思

路、创新新举措、彰显新作为，团结一心、攻坚

克难，企业经营凸显新业绩、转型升级实现新

突破、品牌价值跃升新高度。其中，稻花香酒

业公司年产值、销售收入、利税分别同比增长

65.83%、3.88%、18.78%。稻花香品牌连续 16
年荣登“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品牌价值

达 715.98 亿元。

记者院2019 年度是您带领稻花香人开启

新征程的第一年，稻花香是如何做的？

蔡开云院简单地说有三点：一、夯基垒台，

实施三个转变；二、聚焦市场，强化三项措施；

三、精炼内功，夯实三大保障。

记者院您能不能说得再详细点？

蔡开云院比如实施三个转变，我们就是为

打通战略传导执行的“最后一公里”。一是转变

经营理念，以服务诠释价值。从“以市场为中心”

向“以消费者为中心”转变；二是转变管理模式，

以责任推动落地。我们在任务考核上，强化实施

目标责任制，划分全国市场为七大片区，建立由

公司高层及营销副总牵头，分公司经理主管，区

域业务员服务对接的市场管理体系，独立运作、

层层考核、压实责任；三是转变用人机制，以效

能激活动能。通过全员竞聘、公正考评、优胜劣

汰，实现了能者上、庸者下，给优秀人才提供了

广阔舞台，也对部分作风不严、能力欠缺、工作

散漫的人员进行了淘汰和调整。

我们聚焦市场，在品牌建设、渠道建设和

市场管控持续发力，创新实施“武汉 323 模

式”，瞄准 5 大类销售渠道、23 项消费群体，

通过品鉴会、终端铺市、酒店引导、小区推广、

东南亚游等活动部署，培育消费领袖、营造销

售氛围，立足武汉、辐射周边、走向全国，引爆

消费热潮。同时，我们筑牢产品保障、稳固供

应保障、强化服务保障，产品出厂合格率

100%，标准覆盖率 100%，核心产品提档升级

显著，清样获评“中国白酒中南核心产区标志

产品奖”，原浆酒获评“湖北白酒酒体设计

奖”。 咱下转 P2暂

■ 新华社记者 陈健 林碧锋 何宗渝 覃星星

刘洪明 潘德鑫

大数据融入实体经济、制造业迈向“智能

制造”、外贸逆市上扬……西南六省份半年报

新鲜出炉。梳理西南地区经济共同特点可以

发现，高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更加

突出，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开

放经济成为西南地区经济新亮点。

从 GDP 来看，四川同比增长 7.9%，重庆

同比增长 6.2%，广西同比增长 5.9%，保持了

总体平稳的发展态势。欠发达地区加快赶超，

云南同比增长 9.2%，贵州同比增长 9.0%。西

藏发挥旅游业优势，上半年接待国内外游客

同比增长 20.2%。

高新技术增添新动能
贵州加快推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老干妈”的故事也许最能说明问题。哪种

口味最受消费者喜爱？各地区的消费者都偏

爱什么样的口味？利用大数据，“老干妈”从管

理到营销都在发生调整，实现“精准推送”。如

果辣椒产地出现天气变化，大数据平台还会

自动“预警”，提示可能产生的价格变化。

“蓬勃发展的大数据产业，已成为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增长动力。”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

理局副局长韩少波说。

和“老干妈”的故事一样，1 至 5 月，贵州

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 79.9%。纵览西南六省份半年报，大数据、

智能制造等高新技术为经济注入新动能，成

为西南地区经济的共同特点。

从半年报来看，四川规模以上高技术产

业增加值增长 11.5%，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

平均水平高 3.3 个百分点。其中，航空航天器

及设备制造业增长 27.1%，电子及通信设备

制造业增长 11.2%。

位于四川德阳的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

是我国最大的发电设备制造企业之一，为国

内市场提供了超过 1/3 的大型发电装备。走

进东汽叶片分厂，只见工人按了几个按钮，工

业机器人就开始了智能化生产。“这里不久前

进行了一整套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叶片制造

生产效率提高 5%以上，单件叶片产品成本降

低 9%以上，叶片产品质量问题降低 10%以

上。”东汽相关负责人说。

西南“工业重镇”重庆市“智能制造”稳步

推进，高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3%。其中，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增长 4.2 倍，

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长 13.7%。“新兴动能贡献

提升，转型升级稳步推进。”重庆市政府副秘

书长、新闻发言人罗蔺说。 咱下转 P2暂

央行将推出数字货币
具有哪些突破性意义？
■ 孙兆东

研究五年之久的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呼

之欲出”。8 月 10 日，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

司副司长穆长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上表

示，央行数字货币即将推出，将采用双层运营

体系。

截至目前，全球还没有一家央行推出主

权“数字货币”。正因如此，“剑走偏锋”的 IT
科技奇才们，充分利用金融科技创新和“区块

链”技术，早在十年前就搞出了所谓的“数字

货币”比特币。但从货币属性看，比特币本质

上并非货币。从技术上来讲，比特币确有一定

的先进性，比如，它采用了区块链技术，多边

记账、实时查询、软件开源、P2P 形式，它不依

靠特定货币机构发行，依据特定算法，通过大

量的计算产生。比特币使用整个 P2P 网络中

众多节点构成的分布式数据库，来确认并记

录所有的交易行为，并使用密码学的设计来

确保货币流通各个环节安全性。点对点的传

输，意味着一个去中心化的支付系统。比特币

诞生十年来，一直被定义为“衍生产品”，其投

机性受到监管趋紧和技术问题等影响，价格

大起大落。受比特币示范效应影响，时下非主

权的所谓“数字货币”全球总计超百种之多，

一定程度干扰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值得关注的是，从货币的本质看，只有国

家才能对货币行使发行的最高权力，而且这

是排他性的权力。在金融科技大数据时代，对

主权国家来讲，最好的践行货币国家发行权

的办法是由政府和中央银行发行管控范围的

主权数字货币。我国央行推出数字货币具有

重要的突破性意义。

我国央行推出的数字货币，是基于互联

网新技术，特别是区块链技术，推出全新的加

密电子货币体系，这无疑是一场货币体系的

重大变革。据报道，我国央行数字货币将采用

双层运营体系，即人民银行先把数字货币兑

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

构兑换给公众。在这个过程中，央行将坚持中

心化的管理模式：央行不预设技术路线，不一

定依赖区块链，将充分调动市场力量，通过竞

争实现系统优化。

不同于电子支付必须通过传统银行账户

才能完成的“账户紧耦合”方式。央行数字货

币是“账户松耦合”，即可脱离传统银行账户

实现价值转移，使交易环节对账户依赖程度

大为降低。央行数字货币既可以像现金一样

易于流通，有利于人民币的流通和国际化，同

时可以实现可控匿名。

可以预见的是，数字人民币时代即将到

来，数字人民币是基于国家信用、由央行发行

的法定数字货币，将会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

对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来讲，将基于数

字货币衍生出更多的数字信贷、数字资产和

数字负债等创新，而非主权“数字权货币”也

会逐渐降温。此外，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后能提

升对货币运行监控的效率，丰富货币政策手

段。发行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将使货币创造、

记账、流动等数据实时采集成为可能，并在数

据脱敏以后，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进行深

入分析，为货币的投放、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

施提供有益的参考，并为经济调控提供有益

的手段。与此同时，央行数字货币还能够在反

洗钱、反恐融资方面提供帮助。

总之，中国人民银行推出数字货币，无论

是对国内还是对国际，都是一场重大的货币

体系变革。

(作者系经济学者尧建行大学金融科技大数据

研修院高级经济师遥 文有删减遥 )

坚守初心 为消费者创造美好生活
———稻花香集团董事长，稻花香酒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蔡开云访谈

高新技术添新动力 开放经济成新亮点
———从半年报看西南六省份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