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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凤来仪酒业专刊

泥坑酒微信公众号

国家级放心酒工程·示范企业

河北名酒“五朵金花” 主编：马辉峰 副主编：尚栋臣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报讯 4月 23日，省人社

厅党组成员、纪检监察组组长李

军率调研组来宁调研。在市人社

局领导和政府副县长李洪涛、县

人社局局长贾学领的陪同下，专

程到泥坑酒业进行了调研指导。

宁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苏瑞

广，副总经理兼泥坑酒业总经理

马辉峰接待了李军一行。

调研中，李军在听取了陪同

市、县领导关于宁纺集团发展情

况的汇报后，对苏瑞广董事长在

对宁晋县的历史文化传承、社会

全面进步和经济快速发展中所

做出的突出贡献予以赞赏。

马辉峰还汇报了泥坑酒业

在促进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方

面所做的主要工作，受到了调研

组全体成员的一致肯定。

李军一行还先后参观了公

司的文化长廊、酿造坊和宁晋碑

林，察看了泥坑酒百年酿造技

艺、新落成的宁晋历史文化名人

雕塑和反映宁晋历史文化的石

雕碑刻。

省人社厅领导到
泥坑酒业考察人社工作本报讯 4月 10日，河北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王会勇率调研组来宁就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

序、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的决策部署情况、包联企业生

产发展情况以及打击食药品安全领域犯

罪等情况进行调研。在县领导李小平、赵

祖锋的陪同下，调研组一行专程到泥坑酒

业进行了视察指

导。宁纺集团董事

长苏瑞广、副总经

理兼泥坑酒业总经

理马辉峰接待了王

会勇一行。

一进厂区，王

会勇就与苏瑞广董

事长进行了亲切交

谈。他详细询问了

企业的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情况，听

取了公司在疫情下

的生产经营情况以

及在产品品质提升

和食品安全方面的

工作汇报。

在化验室，王

会勇一行认真察看

了各种化验、检测

设备的运行情况，

了解了从原粮采购

到成品出库的全部质量把控过程。在听取

了相关工作汇报后，王会勇对苏瑞广董事

长所倡导的“为父老乡亲酿一杯好酒”的

酿酒理念和公司的食品安全、品质提升工

作予以肯定。

王会勇指出，泥坑酒虽然是一个百

年老品牌，但在技术创新上却毫不落后。

他强调，泥坑酒业一定要持之以恒，时刻

对标先进企业，稳步提高产品质量。要以

食品安全为基础，抓好消费群体和产品的

定位，提升品质，提高科技含量，把泥坑酒

的产品特色体现出来，做到以品质赢人

心、促发展。

马辉峰全面汇报了泥坑酒的技术创

新、品质提升和食品安全等重点工作，还

简要介绍了公司在游客体验、景区建设和

智能化酿造等重点项目打造方面的未来

规划。

近年来，泥坑酒业在苏瑞广董事长

“为父老乡亲酿一杯好酒”理念指引下，深

入落实集团“绿色发展”的经营方针，通过

与四川源坤合作，与河北科大、河北农大

合作建立博士工作站，成立泥坑白酒研究

院等重大举措，实现了以技术创新和人才

引进来提升泥坑酒品质的目标，企业及产

品先后荣获国家级放心酒工程示范企业、

中国食品安全示范企业、中国酒业品类创

新先锋奖、河北省诚信企业等多项省级以

上荣誉称号。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会勇：

依靠科技创新打造泥坑酒独有特色

本报讯 4月 3日，泥坑酒

业渠道营销部第一季度培训会

在奔发制衣二楼会议室举办。集

团董事长苏瑞广以《做好销售，

赢得成功》为题，向全体销售人

员讲授了一堂生动的营销课。集

团副总兼泥坑酒业总经理马辉

峰，公司领导史金国、孙晓梅、田

立杰、张艳辉及公司全体销售业

务员参加培训会。

培训中，苏瑞广董事长以丰

富的经验和渊博的学识，首先分

析了全国的白酒市场形势，对近

年来泥坑酒业的发展给予肯定，

对全体业务人员的辛勤付出予

以认可，并重点讲授了做好销售

员必备的几个基本素质。第一，

要勤奋，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第二，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第

三，要培养自己的人格魅力。第

四，要爱好学习、不断学习。第

五，要处处维护公司的利益。第

六，要有良好的团队精神。

培训最后，苏瑞广董事长还

对全体销售业务人员提出了谆

谆告诫和殷切期望。他说，销售

人员特别是进入销售队伍时间

较短的年轻人，不要一心只想着

挣钱，只顾眼前利益，更重要的

是珍惜机会、磨练自己，要沉下

身来，扎扎实实全面提高自己的

能力，积累工作经验，追求更远

大的人生目标。希望大家不要急

于求成，不要好高骛远，格局要

大一点，境界要高一点，不为薪

水而工作，不为提成而奋斗，总

有一天你会脱颖而出，超越自

我，走上人生的成功之路。

培训会由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孙晓梅主持。她对进一步学习

讨论苏董事长的授课内容进行

了安排部署，并强调，作为一名

销售业务员，一定要在工作中学

习，认真分析市场，收集市场信

息；要培养自己的人格魅力，提

高自身的感召力和说服力；要树

立协作意识，培养团队精神，满

怀感恩之心投入到工作之中。最

后，孙晓梅满怀信心地说，我们

相信，有苏董事长的支持引导，

有公司领导的正确决策，有全体

业务精英们的共同努力，我们一

定会保质保量，顺利完成集团下

达的各项任务指标。

做好销售 赢得成功
———苏瑞广为公司销售人员授课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各行

各业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困扰，白酒

行业也不例外。如何在困境中实现突

破，化危为机？泥坑酒业打出的是加大

线上营销力度、加快 3A 园区建设、加

快酿造车间智能化改造步伐等系列组

合拳，其中酿造车间智能化改造项目

因其投资大、影响深远，成为重中之

重。

智能化酿造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

的工业企业正迎来智能化发展新时

代。不光在汽车、电子、航天等现代制

造领域普遍实现了智能化，就是在农

业等传统行业，智能化也开始渗透。我

国很多大型白酒企业，也都把智能化

引入白酒酿造之中，实现了对传统手工

作业的替代和传统作坊到现代企业的

蜕变。智能化酿造在品控的一致性、规

模化生产、劳动生产效率等方面，有着

传统手工酿造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因此

智能化酿造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智能化酿造是引领公司实现新跨

越的需要

近年来，在集团董事长苏瑞广的正

确领导下，泥坑酒业逐渐实现产品转型

升级，次高端产品持续高速增长，在

2019 年“泥坑白瓶”和“海棠花开”的销

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51%和 88.5%的基

础上，2020 年 1 季度，这两个品种的销

售收入又实现同比 89.9%和 100.3%的

增长幅度，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从

吨酒售价的变化也可以看出产品结构

的变化，2019 年，泥坑酒的平均吨酒售

价提高了 25%。

高端酒销售量的大幅提升，对优质

原酒的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

要生产更多、储存时间更长的优质原

酒。而面对人工酿造的瓶颈，引入智能

化酿造成为必然的选择。

2019 年 11 月份，泥坑酿造智能化

改造的前期考察工作正式启动，先后组

织考察了数家智能化酿造设备制造企

业。12 月份又成立了以公司总经理马

辉峰为组长的酿造智能化改造领导小

组，对智能化改造方案进行深入研究。

今年疫情发生后，智能化项目进一步加

速，4 月，集团董事长苏瑞广亲自带队

外出考察，最终敲定具体方案与实施进

度，酿造智能化改造进入紧张的实施阶

段。

智能化将引领泥坑酒进入新时代

酿造车间的智能化改造，将在以下

几个方面带来明显变化：一是能够有效

减轻员工劳动强度，实现酿酒由人工体

力向机械智能的转变。二是泥坑酒的品

质将进一步提升，品控的一致性更高，

避免了人工操作的波动性。三是可以大

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泥坑原酒的产量将

大幅度提高。四是实现节能降耗，降低

原酒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

可以相信，智能化将引领泥坑酒进

入高速发展的新时代！

智能化引领泥坑酒进入新时代

本报讯 在近日举办的“寻

找光瓶酒文化价值品牌”评选活

动中，经国内知名专家评审和网

络投票，泥坑 39 度白瓶荣膺

“2020 光瓶酒文化价值入围品

牌”。

泥坑酒业生产的泥坑白瓶

是一款经时间打磨和技术淬炼

的光瓶精品。最初以内部招待酒

的身份诞生，由苏瑞广董事长带

头亲口喝，先在小圈子内树立了

口碑，后来凭着苏董非凡的人格

魅力和他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

靠着产品本身优秀的品质，使白

瓶越叫越响，圈子越来越大，知

名度越来越高，相继荣获了多项

全国乃至国际大奖。本次获得

“2020 光瓶酒文化价值入围品

牌”称号，充分证明泥坑白瓶凭

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优秀

的内在品质，已得到社会各界和

业内专家的肯定，并被越来越多

的消费者所认可。

据了解，本评选活动是由华

糖云商、食业头条联合发起，糖

烟酒周刊、酒说（微信号酒说）两

大行业媒体倾力支持的首届光

瓶酒文化节中的重要一环，其参

与范围之广、规格之高，可谓中

国酒业文化光瓶酒的一次“大点

兵”。

泥坑白瓶荣膺“2020光
瓶酒文化价值入围品牌”

本报讯 4月 16日，河北省政协副主

席苏银增率调研组到泥坑酒业就所包联

重点企业的复工复产和生产经营情况进

行调研。中共宁晋县委书记唐树元、县长

李小平、县政协主席李彩烈陪同调研。宁

纺集团董事长苏瑞广、总经理徐建林、副

总经理兼泥坑酒业总经理马辉峰接待了

苏银增一行。

调研中，苏银增仔细询问了公司的复

工复产、生产经营以及疫情防控等情况。

当得知公司已全面恢复生产，且经营情况

良好、园区文化建设进度加快后，苏银增

对在苏董事长领导下宁纺集团所取得的

社会经济效益和对宁晋历史文化的挖掘、

传承及发展中所做出的贡献予以了充分

肯定。

在品评室，苏银增一行依次品评了泥

坑新品类净雅香系列的三个品种，评价净

雅香系列酒香幽雅，很舒适，入口醇厚丰

满、香味丰富，低度的不淡，高度的不冲。

在认真听取了该新品的开发、上市过程和

获奖情况后，苏银增对净雅香系列的内在

品质和外在包装予以了高度赞扬，并对净

雅香在市场营销中如何定位提出了指导

意见。

在泥坑酒文化广

场，苏银增一行还参观

了新落成的 12 尊宁晋

县历史文化名人雕塑，

再次对苏瑞广董事长弘

扬泥坑百年技艺、传承

发展宁晋历史文化的善

行义举给予了充分肯

定。苏银增表示，泥坑酒

业做为重点包联企业宁

纺集团旗下的企业之

一，有着悠久的历史文

化和良好的美誉度，他

将一如既往地密切关注

泥坑酒业的发展，着力

解决企业在经营中遇到

的困难，努力推进泥坑

百年品牌实现健康、快

速发展。

早在 2018 年 4 月

19日，苏银增就曾到泥

坑酒业进行了调研，并提出了“要把泥坑

酒这一张地方名片保护好、发展好、利用

好，使之不断发扬光大”的指导意见。当时

正逢泥坑净雅香研制开发的关键时期，省

政协领导的指导与期待为新品的尽早面

市和品质的提升优化注入了新的动力，使

泥坑净雅香成功参加了 2018年河北省精

品白酒品鉴会，并以优秀的品质勇摘桂

冠，荣获全省第一名，后又获 2019新加坡

世界烈酒大赛银奖、2019全国酒严选酒品

大赛金奖等奖项，为省政协领导的调研指

导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省政协副主席苏银增到公司调研

省政协副主席苏银增（前左二）在苏瑞广董事长陪同下到公司调研。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会勇（前右）到公司调研复工复产和食品安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