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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前夕，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委区

直机关工委领导吕平在山东能源重装集团莱

芜煤机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纪平的陪同

下，将中共中央颁发的“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

章”和慰问金送到有 77 年党龄的刘新岐、有

67 年党龄的王艳菊夫妇手中，感谢他们为民

族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为党的事业、为祖国

建设、为企业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

老党员刘新岐是莱芜煤机公司的一名离

休干部，今年已是 91 岁高龄。他 1944 年 4 月

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 年参军入伍，成

为一名军医。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

抗美援朝战争，他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曾参

加过大大小小战斗几十次，多次荣立战功。

1950 年 10 月 1 日，他所在的二 00 师五九九

团，在天安门广场，他和他的战友们光荣受到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他曾荣获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

老党员王艳菊出生在河北省唐县一个革

命家庭，今年 86 岁。在她小时候，两个哥哥先

后光荣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成为军官。受

革命家庭的熏陶，1954 年 4 月，刚满 19 岁的

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村妇救会主

任。她走街串巷，广泛发动广大妇女入合作

社、入互助组，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中。

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后，刘新岐和战

友们光荣凯旋。刘新岐的英雄事迹深深感动

了家住同村的王艳菊。1955 年 1 月，经人介

绍，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刘新岐与王艳菊结

成革命伴侣。结婚后第三天，刘新岐接到部队

命令，匆匆赶回部队。从此，两人就书来信往，

相互支持，相互鼓励，表达相思之情。

作为一名军嫂，王艳菊在积极参加生产

队劳动的同时，悉心照料公公婆婆和年幼的

孩子，用柔弱的双肩和勤劳的双手默默地支

撑着这个温暖的家，为丈夫在部队安心服役

解除后顾之忧，直到 1965 年随军。

那时，刘新岐所在部队驻扎在青岛即墨。

随军后，王艳菊被安排到“五七”工厂工作，以

后又转入“五金”工厂工作，并担任班组长，她

充分发挥一名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带

领全组职工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连年被

评为先进生产者。由于工作出色，刘新岐也多

次受到所在部队的嘉奖。

1979 年，刘新岐结束了长达 32年的部队

生涯，转业到山东煤矿莱芜机械厂（莱芜煤机

公司前身）。刘新岐不以功臣自居，坚守一名

转业军人的本色，把部队的良好作风和光荣

传统带到新的工作岗位。在职工医院继续从

事医生工作，热心为职工看病，以一个共产党

员的高风亮节和人格魅力，赢得了干部职工

的广泛赞誉。妻子王艳菊充分发挥自己的一

技之长，为企业的发展默默奉献着。

光荣离休后，刘新岐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继续发挥余热，奉献社会。每当国家遇到

困难之时，他都积极带头捐款捐衣，奉献爱

心。他还经常深入青年中进行红色教育，用亲

身经历讲述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

朝战争中，他和战友们的传奇故事，教育青年

一代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感悟

红色信仰，汲取前进力量，努力工作，为企业

稳步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老党员，这

枚金灿灿的纪念章的背后，是一份沉甸甸的荣

誉和责任，我们将继续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光荣

使命，永做在党爱党、在党为党的优秀共产党

员。”刘新岐、王艳菊夫妇表示。 渊苗成标冤

老党员夫妇喜获光荣纪念章

刘新岐王艳菊夫妇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蜀南气矿各

级党组织以团结带领广大党员群众聚焦重

点工作、服务生产大局为己任，以“三个立

足”为抓手，充分利用内外部红色教育资源，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立足内部教育阵地袁 掀起学习热潮遥 蜀

南气矿各级党组织积极组织党员、入党积极

分子到中国第一口页岩气井———威 201 井、

“功勋气井”自 2 井等天然气生产现场、四川

石油会战红村旧址、毛泽东主席视察隆昌气

矿纪念馆、四川石油会战史馆等内部教育阵

地参观学习，引导党员共同回顾四川油气开

发历程和蜀南地区页岩气发展历程，现场感

受以“三老四严”“苦干实干”为核心的石油精

神以及党和国家对油气工业发展的关怀与

支持，在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坚定发展信

念，把爱党、爱国、爱企、爱岗的热情转化为立

足岗位、求实奉献的实际行动。

立足周边教育基地袁 拓展学习深度。蜀

南气矿党委委员带头，各级党组织充分利

用属地周边的红色教育资源，组织党员到

贵州土城红色革命教育基地、自贡市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吴玉章故居、古蔺太平

镇红色革命教育基地、护国战争纪念馆、朱

德同志纪念馆等地，开展“忆往昔峥嵘岁

月，强岗位担当使命”“传承红色基因 筑

牢初心使命”等主题学习活动，引导党员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感受革命先辈百折不

挠、顽强斗争的革命精神，珍惜今天的美

好生活，继承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坚定

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作为。

立足特色宣教载体袁 深化学习成果遥 蜀

南气矿组织离退休人员开展“传承红色基

因 牢记初心使命 坚持正确方向”主题党

日活动、“永远跟党走”庆祝建党 100 周年

座谈会，邀请老党员、老革命、老石油讲党

课，并向他们赠送 《中国共产党简史》等书

籍；联合属地社区开展“夕阳红关爱”志愿

者服务活动，探访辖区内重病、高龄和困难

老人；通过书面征集、现场调研、交流座谈

等方式，了解员工群众实际需求，将党史

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成为员工群众办实事的

实际行动，切实解决员工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到一线、进小区开展企业补充医疗政

策、社保 （公积金）等宣教活动，让企业发

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员工群众，维护员

工群众合法权益。

渊黄斌冤

学党史 悟思想 担使命 促发展

江麓集团
举行党史诵读比赛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追

寻红色足迹，逐梦砥砺前行，近日，中国兵

器江麓集团举行了以“学党史 悟思想 担

使命 促发展”为主题的党史诵读比赛，共

有来自 15 个单位 8支代表队参赛。公司领

导班子成员及各单位领导、员工代表观看

诵读比赛。

比赛在气势磅礴的情景朗诵《开天辟

地》中拉开帷幕，带领听众重温革命峥嵘岁

月，《我们心中的那面旗帜》描述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红船

上开启新航程的历史；诗朗诵《为有牺牲多

壮志》述说了伟人的家国情怀；还有情景朗

诵《惊天动地》《最可爱的人》《彪炳史册的

人间奇迹》等，展现了一代代中国人在为祖

国强盛、人民幸福的征途上披荆斩棘、勇往

直前的身影，表达了他们牢记使命、砥砺奋

进的信念。诵读中，选手们有的慷慨激昂、

激情洋溢，有的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有的

声情并茂、扣人心弦。比赛现场，一篇篇红

色经典在选手们的精彩演绎中，铿锵有力，

让现场观众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

百年征程，引来阵阵热烈掌声。

本次活动旨在讴歌中国共产党百年风

雨兼程的伟大成就，歌颂党领导人民在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中取得的丰

硕成果，增强广大干部职工爱党爱国的情

怀，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兵工人服务国防的

初心使命。 渊谭薇 肖任贤冤

蜀南气矿“三个立足”助力党史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由“馫”定义

从“馫”出发

7 月 15 日

稻花香馫香型·山水风新品发布会隆重举

行

“馫”产品横空降世

“山水风”火爆出圈

一场白酒的新锐革命已然爆发

一次全新的品类风暴强势来袭

“馫”品类
从蓝图构想到美好现实

稻花香从来都不是一款简单的白酒，而

是为美好生活酿美酒的创造者，匠心打磨的新

品“山水风”自然也不例外，从发布会现场可窥

见一斑：步入会场，由光影和水雾打造的“馫香

之门”刷足了存在感，穿行而过，仿佛进入了人

间仙境，中国风、东方美的场景布置引人入胜；

结合“山水风”的产品特性，现场精心打造“开

馫体验区”，不仅兼具了创意度与趣味性，还充

满了“三曲三香”等关键记忆点；原创主题意境

舞蹈《馫香》通过艺术的想象力来拓宽产品的

表现力，舞者们以水墨写意为元素，通过肢体

语言将山的稳重巍峨、水的灵动活泼、风的无

拘无束唯美呈现在众人面前……获邀体验稻

花香新品的媒体人高先生说：“这并不是一场

单纯的新品发布会，更像是一趟高规格、高品

质、高颜值的白酒探秘之旅。”

企业的经营成果是品牌，品牌的经营成果

是品类，新周期的终局总是得品类者得天下。

早在 2006 年，稻花香就敏锐地捕捉到未来市

场的可能变化，首次提出要创新一种“一步法

酿三香”的全新酿酒工艺，历时 7 年在全国首

创馫香型白酒生产工艺。馫香型白酒工艺吸纳

清香、酱香和浓香传统工艺精华，有机融合小

曲糖化、高温堆积、泥窖发酵工艺，彻底跳出复

合香只能依赖勾调的技术路径，秉持自然生态

酿造，实现一步法酿成馫香型白酒，成为中国

馫香型白酒的定义者。这项工艺目前已获得 2
项发明专利和 9 项实用新型专利。

馫，散布很远的香气。正是对这款产品寄

予了极高的期待，才赋予了它这样一个独特的

名字。“近年来，我们抢抓消费升级机遇，加快

推进产品转型，历时 7 年潜心研发，全国首创

馫香型白酒工艺，设计开发山水风系列新产

品。这款新品，既是白酒技术创新的匠心力作，

也是推动转型升级的战略引擎，对于稻花香未

来发展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稻花香集

团董事长、稻花香酒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蔡

开云诠释了“山水风”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不同于常规的调和三香，新品类最大的特

色便是直接酿造。而作为第一个敢吃螃蟹的

人，稻花香并不是凭空练就的一身胆，而是凭

借近 40 年来，不断探索白酒酿造工艺所累积

起来的丰富经验和技术支撑。2006 年着手进

行技术探索；2008 年正式投入实验；2012 年完

成小试、中试实验。2013 年，为新工艺量身打

造的第五酿造车间正式建成投产……中国白

酒大师、稻花香集团总工程师谢永文在现场介

绍馫香型工艺、“山水风”产品时，讲述起馫香

研发的全过程。看似一帆风顺的表面，其实都

有稻花香馫香型研发团队在背后攻坚克难。在

本次发布会上，主持人、稻花香酒业公司副总

经理陈萍隆重介绍 18 位主要研发人员，这支

“梦之队”也从幕后走到台前硬核亮相，赢得了

现场热烈的掌声与致敬。

天时、地利、工巧、人竞，稻花香能有这样

的产品创新，完全是努力过后的水到渠成。

“馫”体验
从权威背书到跨界吸粉

7 月 15 日上午，十多位白酒专家齐聚稻

花香，举行稻花香馫香型·山水风新品专家品

评会。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勇，

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副主任、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

专家程劲松，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标准化工作委

员会委员、湖北省食品工业协会秘书长、高级

工程师谭卫东，中国白酒大师、中国食品工业

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专家、辽宁省酿酒协会技

术委员会主任王贵玉，中国白酒大师、中国首

席白酒品酒师、原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公司

总工程师吕云怀，中国白酒大师、中国首席白

酒品酒师、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

专家，原双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谢玉

球，中国白酒大师、中国首席白酒品酒师、中国

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专家，江苏今世

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吴建

峰，中国白酒大师、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

业委员会专家、湖北白云边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顾问熊小毛，中国白酒大师、全国技术

能手李净，中国白酒工艺大师、劲牌研究院副

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杨强等多位专家，现

场对“山水风”系列产品进行专业品鉴并给予

了高度评价。

52%vol乐山院
晶莹透明，馫香典雅，清香、酱香、窖香自

然谐调，陈香舒适，醇厚绵柔，丰满细腻，回味

悠长，空杯留香好，风格独特；

52%vol乐水院
晶莹透明，馫香幽雅，清香、酱香、窖香三

香复合谐调，醇厚柔顺，绵甜细腻，回味悠长，

风格独特；

52%vol乐风院
清亮透明，馫香舒适，清香、酱香、窖香三

香复合谐调，醇和甘润，清雅自然，余味爽净，

风格独特。

揖野馫冶意百家谈铱
马勇：在今天品评的结论上，我个人建议

是加上“空杯留香好”这个评语，过去一般只给

最优质的酱香酒，但是稻花香馫香型，我认为

完全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站在稻花香历史发

展的轨迹上，今天品评活动的重要意义不亚于

名誉董事长“三个人、三口缸、1500 元贷款”发

家创业。这款酒在湖北白酒中是一个不可多得

的创新品类，其质量会奠定非常坚实的市场基

础，支撑 100 亿以上的市场规模。

程劲松院山、水、风各具风情，乐风这款产

品第一感觉更偏清香，乐水这款产品偏窖香，

乐山这款产品则更偏酱香和陈酿香。稻花香馫

香型酒很好地融合了浓、清、酱三种香型中最

精华的工艺特点，但又各有侧重，是非常幽雅

细腻的高端产品。

王贵玉：从工艺上讲，稻花香研发出的馫

香型白酒，在国内行业具有里程碑意义上的创

新，尤其是他们实现了机械化、复合香的生产

工艺，这在全国是首创。今天我们专程品鉴了

这款产品，香气和口味非常丰富，相信这款酒

未来在市场的表现会很好。

吕云怀院从做酒的成分来讲，如果把每个

香型的酒拿来勾兑，会产生风格不协调的情

况。而馫香型从工艺上着手，集清、酱、浓三种

香型于一身，将各自的特点很好的发挥出来，

是符合当前的消费水平和美好追求的，是一款

很有前途的酒。

谢玉球：我对馫香白酒进行品尝，首先从

闻香上，由于酒是由清、酱、浓生产工艺上所形

成的香，和单体的香有一定区别，闻香优雅、舒

适，入口圆润、绵甜，层次分明，这也是我们今

后白酒发展的一个方向。

吴建峰：馫香工艺是一个很好的创新。整

体品评下来，“山水风”系列产品香气自然舒

适，口感绵甜柔顺，符合白酒的未来潮流，也是

消费者所喜欢的。我相信，再加上万吨馫香型

白酒智能化酿造基地的建设，稻花香一定能形

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和独有地位。

熊小毛：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没有发展。

稻花香十年磨一剑，创立一个香型实属不易。

馫香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生态酿造和

三香融合，独创了固态发酵一步法，不仅给消

费者带去了美好体验，还将会对行业发展产生

重要影响。

与此同时，稻花香在全网征集 99 位“馫

香”品鉴官免费品尝“山水风”系列新品，这种

仪式感满满的沉浸式体验，不仅强化了消费者

的参与度，更增进对品牌的了解与互动。

从白酒专家的倾心推荐，到现场 30 多家

媒体联动打 call，再到 99 位“馫香”品鉴官线

上 battle，“山水风”实现了从精准出道到发酵

破圈的层层转化，“馫”体验一时圈粉无数。

“馫”征程
从站在未来到未来已来

任何新品类，都具有其特定功能与价值，

但唯有真正符合消费者内在需求的产品，才

能大获成功。那么，稻花香对于馫香型白酒

这一品类的开创，又满足了消费者什么样的

内在需求呢？稻花香酒业公司副总经理、馫

香型事业部总经理陈小磊直击消费者的关注

点，从品牌、产品、需求等不同层面对山水

风进行了分析解读，让消费者对“中国馫香

型白酒定义者”这一理念的认知，有了更为

准确的把握。

山水风基于当下健康、时尚、轻奢的饮酒

需求，进一步与目标消费者沟通，巧妙地探索

出个人与生活、人文与自然之间的全新交融方

式，并最终将产品的创意表现回归到情感内

核，提炼出“山水相逢，自在如风”这一诉求表

达，让人们在商务相聚饮酒中，放下功利和拘

谨的状态，回归天然而生的舒适、惬意与自在，

传递出品牌的价值观。

如何推广新品类、怎样通过新品类挖掘市

场增量……敢于在新品发布会这个特别的时

机开诚布公，足见稻花香对于产品的过硬底

气。作为剑指中高端市场的战略级新品，稻花

香为馫香·山水风系列新品提供了产能、组织、

运营三大保障，通过打造 10 亿级馫香型品类，

扶持 100 个过千万的经销客户，培育过百万的

馫香型白酒消费群体，将馫香型打造成为稻花

香白酒主业跻身百亿阵营的第二增长极，实现

馫”工艺、“馫”发展、“馫”未来。

发布会的最后，山水风产品模特秀压轴登

场、吸睛无数。八位身着华服的模特手托

“山水风”系列、原浆系列馫香型白酒亮相，

在光影里耀世呈现，于婀娜中馫香升腾。模

特还从台上走进观众席，馫香系列所散发出

的东方韵味在与观众的热情互动中氤氲升温。

“绿水青山的配色、星点流动的暗纹，不但酒

体风格独具特色，连包装也是浓浓的中国风，

是真正的实力担当。”活动现场反响热烈，大

家纷纷吃下这份“安利”，拿起手机拍照，在朋

友圈里掀起了一波刷屏，众多意向客户现场争

夺 100 个首场限量招商席位，携手稻花香一同

开启“馫”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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