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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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6-8日，万众瞩目的第五

届华糖万商领袖大会，在郑州国际

会展中心隆重举行。万商大会，由中

国食品协会指导，华糖云商主办，自

2016年 12月诞生，连续四年吸引万

名商家参与，早已成为“行业发展风

向标”。

12月 6日下午，在万商领袖大

会全会上，中国食品工业协会颁发

了 2018-2019年度科技创新领军人

物奖、科技创新杰出人才奖和酒类

项目奖，泥坑酒业实力上榜，尽揽 3

项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

泥坑酒业总经理马辉峰被授予

全国食品工业科学创新领军人物称

号；泥坑白酒研究院副院长朱立宁

被授予全国食品工业科技创新杰出

人才称号；“净雅香”白酒的创制与

酿造工艺技术研究荣获中国食品工

业协会科学技术一等奖，这是泥坑

净雅香继 2019 年度中国酒业新品

最高奖项“青酌奖”后，又一国字号

重磅大奖。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

奖，是在各地方食品工业协会推荐、

行业专家评审、公示的基础上，最终

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审定评出，旨

在依靠科技进步，推进食品工业转

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12 月 7日上午，在“澎湃十年·

启序新章”第五届中国酒类产业峰

会暨中国酒业澎湃十年荣耀盛典

上，泥坑净雅香荣获“中国酒业十年

创新产品”奖，再次彰显出泥坑酒业

创新前行的力量和净雅香的独特魅

力。

本次盛典历时三个月策划筹

备，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和华糖云

商联合主办，旨在总结过去十年行

业发展历程，描绘未来酒业蓝图。会

上聚集了包括茅台、五粮液、泸州老

窖、洋河及各产区龙头白酒企业在

内的近百家白酒企业，是行业内的

一场高规格大影响的盛典。

在这场高档次的糖酒盛会上，

摩拳擦掌的白酒巨头们蜂拥而至，

于展会上争奇斗艳，争抢行业声量

和话语权。放眼望去，于众多白酒巨

头中，泥坑酒业以“向奋斗者致敬”为

主题的展位，格外引人瞩目。

好产品自己会说话，泥坑酒的精

彩亮相，吸引了中外客商、广大消费

者的驻足，纷纷咨询洽谈，或静静欣

赏，或抿上几口，感受一下融入千年

泥坑酒文化的醉美浓香。瞬间，在万

商大会上掀起了一阵“泥坑热”。

过硬的品质，符合现代消费者口

味的净雅风格，众多专业大奖及权威

专家的背书，都为泥坑酒赢得了良好

口碑，得到懂酒人士的广泛赞誉。

自泥坑净雅香上市以来，备受市

场追捧，好评如潮，众奖加身。2020

年，泥坑净雅香 1916荣获中国酒业

最高奖“青酌奖”。

重磅荣誉的获得不是偶然的。今

年，面对疫情的不利影响，泥坑酒业

勠力奋进，改革创新，迎难而上，成功

实现 17%的逆势增长，为冀酒群体发

展带了个好头，树立了一个锐意进取

的榜样，在全国白酒行业显示了冀酒

力量。

近年来，泥坑酒业依托冀酒文

化，以泥坑净雅香、百年泥坑、海棠花

开、泥坑白瓶等系列酒为“冀酒振兴

样本”构建特色品牌文化矩阵，创造

了一系列的冀酒传奇，绘就了充满创

新活力的冀酒振兴锦绣画卷。

接下来，泥坑酒业将以国家

AAA级旅游景区———泥坑酒文化旅

游产业园为核心，不断优化升级泥坑

酒品质，力争塑造出一个多层次、高

视野的冀酒振兴新样本，为冀酒群体

的快速振兴、中国酒业的高质量发

展，贡献更大的泥坑力量。

品质引领前进方向，品质照亮奋

进征程。一份份闪光的荣誉，诠释的

是不懈的坚持、坚韧的奋斗，充分彰

显了泥坑人“为父老乡亲酿一杯好

酒”不变的初心。随着泥坑酒品质的

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

河北老名酒泥坑酒发展的步伐越来

越强劲，正在踏响时代之歌，沐风栉

雨，砥砺前行，实现泥坑品牌的复苏

梦想。

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在县委、县

政府和宁纺集团的正确领导下，全体泥

坑人践行“讲人品、出精品”经营理念，为

父老乡亲酿一杯好酒。前 11个月，销售

收入同比增长 16.6%，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的 93.4%。泥坑酒这一百年品牌呈现出高

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

设备升级 完善酿酒基础设施
进入 6月份，在酿造暑期放假之际，

投资 480万元，对酿造设备进行了升级

改造，使酿酒从糟醅出窖、拌料、装甑，再

到出甑、降温、入窖等全部工序实现了机

械化生产，使生产效率翻番，劳动强度大

大降低，还有效避免了人工操控的波动

性，稳定了原酒质量。酿酒机械化的应用

还对节能降耗和环保工作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这次改造，将冷凝酒方式由水

冷改为风冷，使每个班次节水 9吨左右，

降低污水处理费、运行费等成本 260元。

今年秋酿开工后，公司还腾出近

2000平米的库房，投资 140万元，购进容

量为 1吨的储酒陶坛 1000个，用于满足

提高产量和长期贮存所需。投资 110万

元，新上国内最先进的自动化稻壳处理

设备，为酿酒提供最优质原料。

学习提升 追求更高更优的净雅品
质

今年以来，泥坑酒业始终没有停歇

追求品质的脚步。为此，总经理马辉峰率

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先后赴西凤和赊店等

酒厂学习。酿造技术骨干到宜宾金喜来

酒业跟班学习生产工艺。每次外出学习

结束后，都要召开总结分享会，对学到的

先进经验进行讨论研究。在今年秋酿开

班前期，还邀请国家级酿造专家曾盛

全对全体职工进行了生产工艺专业

培训。

目前，在酿造实验车间正在开展双

轮底配料、跑窖法工艺、突破性控水、入

窖顺序等工艺提升、优化实验，积极为追

求原酒酒体甜净、优雅的风格创造最佳

条件。

科技为本，为泥坑酒注入更多科技
含量

在国家级白酒专家胡永松、钟杰、李

克明、曾盛全的指导下，泥坑白酒研究院

工作卓有成效，于 2018年被认定为邢台

市企业技术中心。该院研制的“泥坑净雅

香”曾获 2018年河北省精品白酒品鉴会

第一名，其工艺技术研究荣获“河北省食

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后经持

续优化，净雅香于今年 6月份荣获中国

酒业最高奖“青酌奖”。

今年以来，研究院还牵头开展了 8

个科技项目研究，其中《酒醅检验快检应

用项目》实现出池酒醅（下转第三版）

泥坑酿造步入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日前，河北省轻工行业协会发

布了 2019河北“传统酿造”白酒品

牌影响力优势企业榜单，泥坑酒业

实力上榜。这是继 2003年以来连续

16 年河北白酒行业影响力品牌的

综合评价发布，仅 11家企业获此殊

荣。

河北省轻工行业协会对全省白

酒酿造企业传统纯粮固态发酵能

力，质量安全管控水平，研发投入创

新能力，健康理念设计，酒文化传承

与创新，主要产品产量、优级品率等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及市场认可度等

方面调查评价，最终评出泥坑酒业

等 11家 2019河北“传统酿造”白酒

品牌影响力优势企业。

泥坑酒业获评河北“传统酿造”
白酒品牌影响力优势企业

在 10 月 16 日召开的宁晋县

“10.17”扶贫日脱贫攻坚总结表彰

大会上，泥坑酒业获颁“河北省扶贫

龙头企业”奖牌，受到县委、县政府

隆重表彰。

近年来，泥坑酒业紧紧围绕各

级党委、政府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

一系列决策部署，创造性地开展扶

贫工作，建立了“公司 + 基地 + 农

户”的产业扶贫模式，以入股分红的

形式，带动凤凰镇、东汪镇、侯口乡

等乡镇建档立卡贫困户 338户 520

人实现增收；同时与农民、合作社等

达成合作意向，建立起达 5000余亩

的酿酒优质原粮种植基地，带动

1250个农户实现脱贫致富。

县委县政府隆重表彰
公司荣获“河北省扶贫龙头企业”称号

10月 31日下午，备受瞩目的
2019 年度“青酌奖”酒类新品颁奖
典礼在泸州巨洋国际宴会厅隆重举
行。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宋书玉向
泥坑酒业总经理马辉峰颁发“青酌
奖”奖杯、证书。
“青酌奖”作为中国国际酒业博

览会最重要的品牌活动之一，是业
内公认的最严苛、最专业的酒类产
品评价活动。今年青酌奖酒类新品
评价活动，采用了线上线下结合方
式进行评选，形式有所改变，但“青

酌奖”鼓励酿酒企业通过产品创新
保持企业活力、促进行业高质量发
展的初心不变。连续几年中国国际
酒业博览会上举办的“青酌奖”酒类
新品发布盛典，已经成为引领全国
创新酒品发展的风向标。

本次获奖的泥坑净雅香，是泥
坑酒业通过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模
式，并基于泥坑酒业百年酿酒历史
和匠心品质精神于一体的创新酒
体，是泥坑人对白酒品味的极致追
求。

中国酒协理事长宋书玉
为公司颁发中国酒业新品“青酌奖”

11月 26日，小雪初至，虽气温骤降，寒意逼人，但却未能阻止河

北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程程的“净雅寻香”之旅。“净雅香”是泥坑

酒业精心打造、经 8名国家级白酒专家品评鉴定的一款高端产品，在

2019年泥坑酒文化节上重装上市。在这一年来，泥坑净雅香迅速得

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受到了诸多高端人士的青睐，先后获得新加

坡国际烈酒大赛银奖、中国酒业最高奖———青酌奖等国际、全国大

奖，彰显了品质自信与净雅之美。现在，请大家跟随程程的脚步，开启

神秘的“净雅寻香”之旅，一探铸就净雅香品质背后的成因。

在开启寻香旅程之前，程程还分别采访了宁纺集团董事长苏瑞

广和宁晋县政协原副主席王彦彩。苏瑞广董事长围绕“为父老乡亲酿

一杯好酒”的采访话题，进一步阐述了产品品质对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的极端重要性。王彥彩生动讲述了泥坑酒与尧、舜、禹、姜太公等古代

名人和乔羽、陈强、赵忠祥等现代艺术家的故事。这两个采访无疑又

增添了泥坑净雅香的品质魅力和文化气息，提高了这次寻香之旅的

吸引力和神秘感。

优势产区，孕育净雅浓香
中国白酒是世界上唯一的自然酿造的蒸馏酒，开放的酿造环境，

决定了中国白酒与特定产区的天然关系。大自然是最好的酿酒师，正

是印证了中国白酒与特定产区相融共生、相爱相守、相互成就的必

然。（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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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4日，泥坑酒

业·金蝶公司“云星空”项

目启动会在公司第一会

议室召开。

会上，泥坑酒业总经

理马辉峰致欢迎词并发

表讲话，对该项目启动后

的有效实施提出了“四

有、四化、五结合”的具体

要求。四有：有组织、有责

任、有节奏、有规矩。四

化：生产智能化、系统信

息化、营销数字化、管理

精细化。五结合：与人员

素质提升相结合、与工作

流程优化相结合、与绩效

科学考核相结合、与管理

成果发布相结合、与项目

申报争取资金相结合。推

进信息化工作是泥坑酒

业 2020年既定的十大主

题工作之一。

近年来，泥坑酒业已

把信息化建设作为公司

经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先后引进、应用钉钉、

K3、外勤 365 等先进的

办公、管理软件，并根据

工作要求持续更新、完善

软件各项功能，为公司实

现信息化经营和科学化

管理发挥了巨大作用。本

次“云星空”项目的应用，

则充分表明数字化建设

将在泥坑酒业全面展开，

进而有效整合、优化公司

现有信息化资源，进一步

提升企业整体的管理水

平和运营能力。

公司持续推进数字化建设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