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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2月，泥坑酒业被
中国酒类流通协会授予“放心
酒工程·示范企业”荣誉称号。

泥坑酒业作为邢台市唯一
白酒酿造中华老字号企业，始
终坚持“讲人品、出精品”理念，
遵照集团董事长苏瑞广“为父
老乡亲酿一杯好酒”嘱托，认真
落实《食品安全法》，进一步规

范市场流通秩序，着力营造安
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从而以高
品质产品和优质服务赢得了广
大消费者与行业的充分认可。

据了解，该评选活动始于
2014年，是中国酒类流通协会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食品安
全法》相关要求而组织开展的
具有权威性的行业评选活动。

公司被中国酒类流通协会授予
“放心酒工程·示范企业”荣誉称号

1月 9日，“2022中国酒业
百强”榜单正式公布，泥坑酒业
连续第四年荣登该榜。

2022年，公司实现利税同
比增长 10%，完成销售收入同
比增长 16%，主要经营指标连
续六年保持两位数平稳增长，
从而以较强实力荣登“中国酒

业百强”榜单。
据悉，本次评选由《中国酒

业》杂志组织专业记者、专家学
者，对白酒企业的软硬实力进
行了综合评价，以规模、效益、
市场、品牌影响力等为主要依
据，共评出年度行业生产企业、
流通企业各 100强。

公司上榜“中国酒业百强”榜单

2月 15日，河北科技工程
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刘彩琴
到公司参观调研。

刘彩琴一行先后参观了酿
造坊、藏香楼。在了解了泥坑百
年历史和近年来发展情况后，
刘彩琴欣慰地说，泥坑酒是邢
台难得的特色酒，是高端酒的

代表，是邢台一张靓丽的名片。
刘彩琴还表示，泥坑酒智能化
酿造项目建成后，河北科技工
程职业技术大学将积极输送相
关专业技术人才，努力推进产
教高质深度融合，助力百年泥
坑品牌实现高质量发展。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党委书记刘彩琴到公司参观调研

12月 10日，县长刘志奇率
相关县直单位负责人到泥坑酒
业督导调研智能化酿造项目建
设工程进展。

刘志奇一行先后到智能化
酿造车间施工现场和酿造坊进
行实地察看。在听取了相关工
作汇报后，刘志奇指出，泥坑酒

历史悠久，闻名遐迩，说起泥坑
酒，都知道是好酒。他强调，一
定要尽全力协调、解决泥坑酒
业在项目建设中的实际困难，
助其加快工程进度，争取项目
早日投产。同时，还要助力泥坑
酒业冲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努力将百年泥坑发扬光大。

县长刘志奇到公司
督导智能化酿造项目建设工作

2月 16日，在中国传媒大
学电视学院党委副书记程素
琴、副院长秦瑜明等一行 7人
到宁晋县对接“百校联百县兴
千村”行动之际，该学院部分领
导专程到泥坑酒业就“产学研
用一体化”校企共建和推进文
旅创新发展等工作展开调研。

他们实地考察了酿造坊、
藏香楼，详细听取了泥坑酒百
年酿造技艺介绍。在品鉴了陈
藏数年的泥坑原浆酒后，他们
对泥坑酒业大力倡导的“为父
老乡亲酿一杯好酒”理念予以
高度认可。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领导
到公司考察调研

2月 5日，在泥坑酒文化旅游产业园
区内，春潮涌动，游人如织，一场元宵节非
遗迎春灯会活动把节日氛围感“拉满”，让
“非遗”更“亲民”。

省级非遗项目———泥坑酒酿造技艺、
全县非遗及中国民俗文化展演等 20支代
表队汇集泥坑酒酿造园区 1916 古街，展
示了各自精心准备的文艺节目，有舞龙、
皮影戏、形意拳、形体舞、洪拳、捏面人、剪
纸、泥坑酒礼舞等精彩表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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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坑酒业副总经
理张艳辉等到各表演区和广大游客一同
观看了表演。累计 1.5万余人参观灯会。

徐建林表示，河北泥坑酒业拥有百年
的历史，被评为邢台市唯一的一家酿酒
“中华老字号”企业，特别是泥坑酒酿造技
艺于 2009年被列入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今年要冲击国家非遗。近年来，泥
坑酒业发展迅速，泥坑酒文化旅游产业园
于 2020年获批国家 AAA级旅游景区，于
2022年入选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

选项目。泥坑酒业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同
时，不断创新发展，使酒质更好，品质更
优，产品覆盖河北，将来要冲击全国，走向
世界。

上午 9:30，伴随着激情洋溢的锣鼓
声，泥坑酒业元宵节非遗迎春灯会正式拉
开帷幕。高亢激越的河北梆子尽显王派风
采；武术之乡大陆村二村的形意拳出神入

化、引人入胜；一条栩栩如生的巨龙翱翔
腾飞、盘旋翻滚，舞出了年味，也舞出了非
遗的新希望；孙村皮影表演惟妙惟肖。民
间非遗手工艺人纷纷展示非遗手工艺品，
糖画、面人、剪纸等非遗手工艺品勾起了
游客的儿时回忆。

非遗迎春灯会上，泥坑酒酿造技艺现
场展演引起了游客们的围观。一位游客赞
叹道：“作为宁晋人，现场看到省非遗泥坑
酒酿造技艺，感到很骄傲！”参观酒文化体
验项目的游客络绎不绝，他们对酒糟鸡
蛋、曲香馒头非常感兴趣，同时对泥坑酒
酿造的过程、原粮、发酵周期等，都进行了
详细的了解。

游客们还观赏了汉服古街走秀，参与
非遗互动、猜灯谜活动，体验投壶射箭，品
宁晋风味小吃，欢度元宵佳节。

非遗，是中华文明传承的生动见证；
灯会，是传统民俗中的一抹亮色。此次非
遗迎春灯会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
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为人们在新的一年开
好局，营造欢乐祥和的氛围。

泥坑酒业举办元宵节非遗迎春灯会活动

在泥坑酒业科技创新大会上发布的
管理创新成果包括：

一、成立泥坑白酒研究院，搭建科研
创新平台

该院由公司一把手任院长，汇聚国家
级品酒师、省白酒评委、勾调师、酿酒师等
专业技术人员 62名，配备了气质谱联用
仪、液相色谱仪、原子吸收、近红外光谱仪
等先进设备，是集质量管控、酒体研发、品
质提升等为一体的河北省规模以上企业
A级研发机构。该院先后承担省市级重点
研发项目 2项，成功申报专利 17件，发表
论文 20篇。

二、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借助外部
大脑快速提升研发水平

先后与北京工商大学、河北农业大
学、河北科技大学、河北省农科院、邢台学
院等单位合作，建立了 2个博士工作站，
先后有 18名博士以上专家承担公司攻关
课题 29项，共建省泥窖酿酒技术创新中

心和省农业创新驿站两个省级平台。与源
坤科技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制曲、酿酒、
勾调等环节进行深入研究，成功推出净雅
香高端酒，荣获中国酒协“青酌奖”。

三、延长储酒时间，扩大陶坛储酒规
模，提升原酒品质

挖潜扩容，扩大陶坛储酒能力一倍以
上，陶坛储酒时间延长一倍。分级储存，分
期储存，建立年份酒档案，严格溯源体系，
原酒品质进一步提升，风味更浓郁，为勾
调高端酒打下基础。

四、以“酒庄酒”模式，实行全产业链
质量把控，“种出”一杯好酒

引进“酒庄酒”管理模式，从源头抓品
质，建立 3600亩“净雅 1 号”酿酒高粱种
植基地，严格把控原粮质量。选用宁晋特
有狗头胶泥培养窖泥，泥坑非遗工艺酿
造，建立更高的全程质量管控标准，严格
执行绿色生产标准，努力酿造一杯高品质
“泥坑酒庄”酒。

五、实施新酒体研发竞争机制，激发
科研团队活力

鼓励科研人员主动调研市场，把握消
费者口味需求变化，开发适合消费者口味
的美酒。实行研发竞争机制，通过集体品
评的酒体，才允许走向市场，加快了新酒
体的研发速度。

六、建立青年科技人才培养成长机制
推送青年人才到大专院校、生产一线

跟班学习，对专业技术人才提高奖补标
准，鼓励青年人才在学历、职称、技能方面
加强自我提升，组织青年人才进行对标学
习总结。近年来，先后培养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 1名、省突出贡献技师 2名、
省评委 15名，有 5人获高级以上技术职
称。

七、推进酒旅融合发展
着力打造独具泥坑百年历史文化特

色的旅游景区，先后建成酿造坊、1916古
街、藏香楼、古廮碑廊、酒文化广场等参观

景点。开发自酿酒体验、酒礼舞表演、大型
迎宾礼、原浆封坛大典、自调酒体验、新酒
老酒对比品鉴等沉浸式体验项目，使泥坑
酒百年文化看得见、摸得着，让消费者从
中品得出泥坑味道，记得住宁晋乡情。

八、数字化赋能创新管理提升
通过引进升级数字化营销系统、“云

星空”管理系统、钉钉线上办公系统等，实
现了营销管理、财务仓储管理等线上无纸
化办公，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产品溯源
体系数字化系统，让产品溯源更便捷，品
质更有保障。

九、建立饮酒愉悦度的感官控制方法
体系
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感官品评程序，将

品评指标与饮用感受相关联，坚持专业品
评与试饮相结合，建立了专业评委 +厂
内兼职评委 +厂外评委的三级品评控制
体系，对各个环节进行品评把控，保证泥
坑酒饮后愉悦、舒适度。

科技赋能，创新发展。2月 11日，由
中共宁晋县委、宁晋县人民政府主办，宁
纺集团泥坑酒业、河北泥窖酿酒技术创新
中心承办，北京工商大学、河北科技大学、
河北农业大学、河北农林科学院谷子研究
所、邢台学院、源坤酿酒科技协办的“宁晋
高端白酒技术合作暨泥坑酒业科技创新
大会”在宁纺宾馆盛大启幕。

此次大会由院士助力、书记讲话、县
长主持，规格之高，分量之重，前所未有。

出席大会的特邀嘉宾有：中国工程院
院士、北京工商大学校长孙宝国，北京工
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秀婷，北京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食
品功能微生物与酶技术应用实验室技术
总监卢宏运，四川源坤科技创始人、著名
白酒专家、国家市场监管重点实验室（白
酒监管技术）学术委员会委员钟杰，全国

著名白酒专家李克明，全国著名白酒酿造
大师曾盛全，全国感官分析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委员杨宇，全国白酒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委员邹强，河北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
院长桑亚新，河北科技大学食品与生物学
院副院长郝建雄，河北科技大学生物工程
系主任刘金龙，邢台学院生物科学与工程
学院院长唐伟斌等。

省文旅厅非遗处处长王蓉蓉、市科技
局副局长李文彬、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
局长张丽梅应邀出席会议。

县委书记王涛出席会议并讲话。县长
刘志奇主持大会。县领导石克栋、李风杰、
刘雪敏、张康宁、孙晓磊、张军伟、李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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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大
会。
在雄壮的音乐声中，大会拉开序幕，

其中的每个环节无不展现出科技创新赋
予泥坑酒的巨大能量。

一、“用高新技术提升传统白酒产业，
实现由手工操作到机械化、自动化、智能
化的转变，是白酒产业发展的主流。”泥坑
科技发展之路与院士观点高度契合

孙宝国院士发表《白酒传统酿造与生
产现代化》专题讲座。他指出，传统酿造与
现代化生产并行已成为白酒产业发展新
常态，用高新技术提升传统白酒产业，实
现由手工操作到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
的转变，是白酒产业发展的主流。的确，泥
坑酒业近几年的发展轨迹与孙宝国院士
提出的观点高度契合。

早在 2020年，公司就投资 480万元
新上两条机械化酿造生产流水线，实现了
酿酒全工序机械化操作，提高生产效率
40%左右。2021年又投资 1.14亿元新上

智能化酿造项目，并被列为省农业产业化
重点项目，该项目投产后预计可增产
260%左右，从而大大提升泥坑原酒储备
能力。

从手工操作，到机械化酿造，再到智
能化生产，这些新设备、新技术的持续升
级，为泥坑酒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
断的科技力量。

卢宏运总监介绍了北京工商大学与
泥坑酒业合作项目的进展情况，并对项目
完成后将会在推进泥坑科技酿酒方面所
发挥的巨大作用进行了展望。

二、县委书记向院士颁发聘书，并在
讲话中高度肯定泥坑酒业科技创新工作，
对今后发展提出四点要求

县委书记王涛向孙宝国院士颁发泥
坑酒业首席科学家聘书，并发表重要讲
话。 （下转第四版）

泥坑酒业科技创新大会隆重召开
大会隆重推出净雅香“博弈”高端新品，重磅发布了泥坑酒业九项管理创新成果和十大科技创新成果，全面展示了

34项市级以上个人荣誉、47项专利、20篇科技论文、6个科研平台、6个创新工作室和 100多项企业及产品荣誉。中国工

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校长孙宝国在大会上作专题讲座，县委书记王涛作重要讲话，县长刘志奇主持大会

摄影：王东方

宁纺集团苏瑞广董事长热情欢迎孙宝国院士（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