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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1日，中国戏曲学院教
授、国家一级演员杜鹏先生到泥
坑酒业参观调研。
在酿造坊，杜鹏现场观看了泥

坑工匠娴熟的装甑手法，了解了
装甑要领。他感慨地说，“看来酿
酒和国粹京剧是一样的，没有多

年的踏实勤奋练习，就不会有真
本事！”。
来到藏香楼，杜鹏观赏了泥坑

百年木酒海，领略了泥坑百年历
史。激动之余，杜鹏欣然题词：国
粹泥坑，中华美酒。

（总经办 李晓娜）

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杜鹏到公司参观

简讯

近日，经河北省食品工业协
会组织评选，泥坑酒凭借卓越的
产品品质、强大的品牌实力和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赢得专家组
的高度认可，从而自全省 29家参
评企业中脱颖而出，获评“河北省

白酒产业领军品牌”称号。
本次评选共评出“河北省白

酒领军品牌”8项、“河北省白酒优
势品牌”11项、“河北省白酒特色
品牌”8项。

泥坑酒荣获“河北省白酒产业领军
品牌”荣誉称号

2022年 12月 5日，河北省企
业家协会发布〔2022〕29号文件，
命名 43家企业为“河北省企业文
化建设示范单位”，泥坑酒业榜上
有名。获此荣誉的白酒生产企业，
全省仅 3家。

该文件还公布了“河北省企
业文化建设先进个人”名单，并号
召全省企业向获得荣誉的企业和
个人学习，切实加强企业文化建
设工作，为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
北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公司获评
“河北省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单位”

科技创新杰出贡献奖（3名）
朱立宁 闫 炜 樊运红
科技创新突出贡献奖（12名）
黄胜坤 刘振江 刘立宁 王 涛
张 军 李 召 乔维超 田书志
赵英全 刘建强 孙新华 姜建辉
泥坑工匠（20名）

李振轻 王永辉
刘京立 耿书凯 徐跃辉

牛彦坡 薛立宁 薛永军 王志勇
王西亮 程占江 申建青 李秋红
韩现强 董永华 王玉坡 靳文茂
黄占辉 程会谦

焦德彦
科技创新新青年精英（14名）
孙成鑫 李 赛 王 启 江英民
范亚芹 魏旭阳 孙 娇 张翠云
闫海涛 刘 松 田铁鹏 王海召

申冬冬 陶 仑
科技创新先进工作者（13名）

李双丽 赵文彬 季丽辉
杨国立 冯会谦 张彦平
蔡建波
张永强
赵英铭
周云娟
李军贺 王 龙

张京彬
科技创新优秀后备人才（18名）

李亮亮
闫亚涛 王 燕 杨建超
李玉良 李 盼 边珂瑜
杨泽源 刘 浩 及雨洋
张鑫众 于冰水 赵林松
张 旭 靳立杰
胡伟凯 李计海 张 博

泥坑酒业科技创新工作获奖人员名单

出发即冲刺，开工即决战。2 月 1
日，泥坑酒业 2023新春干部大会在公司
净雅香苑召开。宁纺集团副总经理兼泥
坑酒业总经理马辉峰，公司领导史金国、
孙晓梅、张艳辉、田立杰、周辉出席会议，
马辉峰代表公司讲话。

马辉峰首先对公司 2022 年经营情
况进行了回顾。他说，2022年尽管困难重
重，公司依然取得了较好成绩，全年完成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6%，实现利税同比
增长 10%，次高端销量占比提高 4个百
分点，再次创造了泥坑百年发展史上又
一个辉煌巅峰。

讲话中，马辉峰还对全国白酒市场
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在谈及 2023年的
工作方向和任务目标时，马辉峰紧密结
合白酒市场形势和公司实际，提出了
“1566”发展新思路。即：

“1”就是做到团结一心。在各项工作
中要做到上下一心，团结一心，时刻保持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
一心一意，一战到底，一战必胜。
“5”就是完成收入、税金、利润、单

价、费用率五项主要指标。
“6”就是改善升级六大运营体系。

即：
一是市场营销体系。逐步提升品牌

影响力，调整品种结构，升级营销中心，
提升营销队伍能力，优化经销商服务水
平，提高教育消费者的水平和能力。

二是质量管理体系。突出目标管理，

推进项目化管理，推行卓越绩效管理，践
行绿色发展理念，夯实质量管理基础，深
化标准化体系建设。

三是物流协同体系。学习智慧采购
新模式，提高统筹调度能力，加强计划的
准确性、有效性，延伸管理范围，强化保
障能力建设。

四是风险管控体系。着力强化食品
安全管控、生产安全管控、财务预算管
控、知识产权管控、打假治劣管控和廉洁
自律管控。

五是企业文化体系。弘扬真善美，丰
富竞争、绩效、奋斗、拼搏等文化理念，强

化泥坑传统文化、酿造技术文化，并不断
扩大、提质。

六是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稳步推进
优质人才储备工作，打造公平发展环境，
优化干部选拔机制，开展“荐贤举能”活
动，创新人才培训方式。

第二个“6”就是强化六种意识。
学习。坚持走出去，向标杆企业学

习、向专家学者学习、向合作伙伴学习、
向竞争对手学习。

调整。持续加大人事、工资、产品结
构等方面的调整力度，有方向、有节奏地
推进内部改革，优化管理方法。

绩效。认真对待任务目标和考核方
法的确定实施，以全新的方式、方法推进
全员工作提升。

正气。勇于弘扬正气，传递正能量，
营造风清气正、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

格局。管理干部要胸怀大格局，修炼
包容心，以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谋划、
落实好各自工作。

规范。在安全、环保、知识产权等方
面做到规范运作，依法循规推进。

马辉峰强调，一季度是全年经济的
风向标，只有开好头、起好步，才能掌握
全年主动权。各部门要按照集团统一部
署和公司战略决策，深入思考、系统谋
划、提前布局，制定“作战图”，排好“时间
表”，列出“任务单”，全力推进“开门红”
有量更有质，争取实现全年“满堂彩”，努
力以崭新成绩在集团中展现出泥坑人
“走在前、挑大梁、多贡献”的责任与担
当，从而以泥坑力量为宁纺增光、为宁晋
添彩。

会上，各部门一把手作工作讲评。经
评议，物管部、财务部、总经办、营销服务
部获讲评先进。财务部、采购部、营销服
务部、市场监管部、物管部成品组、督察
室、白酒研究院质控中心、物管部包材组
八部门（小组）在服务意识和服务行为测
评中名列前茅。

公司各部门负责人、助理以上管理
干部、事业部经理代表、班组长代表、后
备人才代表等 60余人参加会议。

泥坑酒业确定“1566”发展新思路

在泥坑酒业科技创新大会上，重磅
发布了泥坑酒业十大科技创新成果。具
体内容是：
一、酿酒乙酯微生物定向生成技术

荣获科技特等奖
酯类是白酒中最重要的香味物质，

各微量香味物质间的含量与量比关系决
定着白酒的质量。此技术的应用，使泥坑
酒香味更丰富、更协调，质量更稳定。此
成果荣获“中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特
等奖”。

二、净雅香白酒酿造工艺荣获中食
协科技一等奖
此项目以净雅为方向，重点对稻壳

的清蒸处理，粮食香气、大曲的发酵顶
温、窖池养护、酿酒工艺参数进行标准化
控制，促使酒体粮香、窖香、曲香复合优
雅，口感醇厚，绵甜净雅。该项技术研究
荣获“中国食协科技一等奖”。
三、净雅 1号酿酒专用高粱研究成

果获国家发明专利
与国家高粱改良中心河北分中心共

同合作，共同建立河北省优质酿酒高粱
农业驿站，选育出与泥坑酿造技艺相适
宜的“净雅１号”酿酒专用高粱，单宁含
量适宜，淀粉含量高。此过程形成的科技
成果“一种高粱品种籽粒酿酒特性的鉴
别方法”获国家发明专利，种植技术获批
地方标准。
四、净雅窖泥培养、养护技术研究获

国家发明专利
该技术通过对老窖泥微生物结构分

析培养和窖泥水分控制，利用老窖底泥、
酒头、酒尾、酒糟、大曲等材料的辅助、养
护，使窖泥酿酒菌群稳定、香气正、无泥
臭味，以此泥窖所产原酒窖香浓郁，丰满
醇厚，为生产高丰富度的净雅原酒打下
良好基础。该项目获发明专利。
五、制定发布净雅香团体标准，参与

2项团体标准的制定
该标准对原料、制曲、酿酒、贮存、检

测等全过程工艺控制参数做出了规范的
标准规定。此标准的制定发布，为生产高
丰富度的净雅香型白酒提供了生产技术

规范，有力推进了标准化生产，有利于净
雅香型白酒的更广泛传播。同时参与 2
项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
六、海棠花开风味低度酒体研发成

功，引领冀酒新突破
海棠花开低度酒由国家级酒体设计

专家将多种三年以上陈年老酒的不同风
味特点进行了巧妙搭配，经精心勾调，成
就了窖香、陈香幽雅，多粮香自然，酒度
低而不淡、后味爽净完美的独特风格。该
产品上市后，获得广大消费者一致认可，
引领冀酒实现超低度酒体的新突破。
七、伏曲新工艺开发成功，发酵力提

升 1.5gCO2/g.72h
通过培菌刷浆、冷水降温、在曲室加

装自动控温控湿系统等措施，解决了伏
天气温高、曲坯升温猛上霉闲难、成品曲
发酵力低的问题。成品大曲理化指标糖
化力 917mg 葡萄糖 /gh、发酵力 达
2.20gCO2/g72h，提高了 1.50gCO2/g.72h，
成品曲断面泡气，菌丝健壮，曲香浓郁，
化验指标达到最优，大曲产质量明显提

升，适宜长期推广应用。
八、55度净雅香酒体研发成功
当前，少喝酒，喝好酒，已经成为共

识，口感也从“绵柔”走向“绵厚”。55度净
雅香新酒体，优选 10 年以上多轮次老
酒，根据酒调酒、味调味、香生香的原则，
采用多级勾调、跨级勾调、定型勾调、定
格勾调的酒体设计方式，成就一款入口
柔顺，酒体绵厚，丰富度更高的白酒。
九、尾酒综合利用技术研究获得突破
创新酿造产生酒尾的综合开发利

用，形成独特风格的调味酒，在增加产
量降低成本的同时，赋予泥坑酒更独特
的风味，让酒体设计和风味创新有更多
可能。

十、大勾调风味融合酒体设计创新
与应用
利用不同工艺、不同段次所特有的风

味特性，进行工艺融合、风味组合创新，
使酒体具有粮香、曲香、陈香优雅愉悦，
口味丰富、甜润、爽净的净雅香酒体典型
特征。

泥坑酒业十大科技创新成果

近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协会发布了《关于公布 2022
年“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
选项目名录”的公告》，泥坑酒文
化旅游产业园入选“非遗旅游景
区”名单。

公告显示，该名单共有 200

家单位，其中河北省 5家，全国仅
有 3家酒企入选该名单。

该项目评选践行开放共享、
尊重互利、科学创新、弘扬价值的
工作原则，得到全国各地景区、小
镇、街区、村寨运营主体的高度关
注和积极参与，历时两个月完成。

泥坑酒文化产业园入选“全国非遗
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名录”

一、主要生产经营指标稳步增长，次
高端及以上品种销售占比达到 55%

全年实现利税同比增长 10%；完成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6%，其中泥坑窖香
增长 70%，海棠花开增长 52.4%，百元以
上品种销售占比提高 4个百分点；制曲
出曲率提高 4%，优级曲率提高 2.1%；成
装车间标人产量提高 13.7%。

二、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智能化酿造
项目土建完成 90%，古街建设完成彩绘
工程

被列入“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项目”
名单的智能化酿造项目土建工程总体完
成总投资的 90%，行车装置进入安装调
试阶段，智能化酿造生产线设备及配套
设施已开始制作。1916古文化街建设已
完成房廊彩绘等工程，现已进入街区绿
化阶段。

三、净雅香影响力日益凸显，销售收
入同比增长 45.3%
《净雅香型白酒（固态法白酒）》团体

标准通过省专家组审定并开始执行，泥
坑净雅香邢台体验店正式运营，在全市
新增销售网点 62家，全年销售收入同比
增长 45.3%。

四、与院士团队的合作逐步加深，研
究项目获国家级特等奖

与北京工商大学院士团队合作的
《传统酿造白酒风味乙酯微生物定向协
同生成技术与应用》研究项目荣获“中国

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还有
“泥坑酒关键风味成分分析及特征成分
分离、分析鉴定”等 6项科研项目正在有
序推进。公司获批发明专利 2项、实用新
型专利 8项；发表论文 5篇，其中 1篇在
美国 SCI期刊《基因》杂志发表；公司顺
利通过知识产权贯标体系认证。

五、筹建原粮基地、技术创新中心，
以原酒储备为根本，多措并举提升泥坑
品质

从源头抓品质，与我县农业合作社
合作建立 3600 亩“净雅 1 号”酿酒高粱
种植基地；成立由河北科技大学提供技
术、人才支持的“河北省泥窖酿酒技术创
新中心”，新建酿酒微生物与过程控制试
验室，购置液相色谱、原子吸收、气相色
谱等仪器设备；完成了《恢复延长窖泥功
能工艺创新》项目攻关，促使窖池功能得
到恢复，为百年窖池延续和泥坑品质提
升打下坚实基础。着力扩大原酒储备，原
酒储存总量较上年提高 7.8%，陶坛储存
总量提高 4.4%；建立新酒体研发竞争机
制，产生的首款新品“泥坑鉴酒 1989”已
成为主力大单品之一；增加酒体品评频
次，在原有 4道品评的基础上，新增酒水
过滤品评和包装换代品评；制定实施《公
司质量内控规范 1.0版》，确定关键质量
控制参数 392个，实现全生产链常态化
监控和标准化操作。

六、人才建设收效明显，派员深造，

强化招聘，高学历、高技能人员占比达到
36.2%

委派 5名年轻技术人员到北京工商
大学围绕白酒微生物相关知识进行学习
深造；邀请全国知名白酒技术培训机构
专家对酿造团队进行培训；招录专科以
上学历人员 22 名、成熟型营销人才 4
名，高级职称新增 2 人，中级新增 4 人；
中高级职称、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
达到 36.2%，同比提高 1.7个百分点；选
拔、储备年轻优秀人才 33 名；有 5 人获
全国酒品评价师认定证书，1人获“河北
省突出贡献技师”称号，2人获评县管优
秀专家。

七、入选全国非遗景区名录，上榜中
国酒业百强名单，获得 8项省级以上荣
誉

泥坑酿造园区入选“全国非遗与旅
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名录”，全国仅 3家
酒企入选；公司上榜“中国酒业百强榜”
名单，并先后荣获“中国酒类流通协会
2022年放心酒示范企业”“河北省白酒产
业领军品牌”“河北省企业文化建设示范
单位”“河北省酒的制造业品牌影响力企
业”等 8项省级以上荣誉称号。

八、内部管理持续创新，阿米巴推进
及生产链重点环节运行不断优化

深入推进阿米巴模式实施，完成了
阿米巴组织划分和巴长竞聘演讲会；合
理分流安置人员 66名，比例 11.3%；对

小批量产品灌装采取使用小型过滤机
和减少输送环节等措施，降低了酒水损
耗；改造 5 台晾茬机，使曲粉与糟醅掺
混更加均匀：在制曲生产线安装冷水设
备，降低拌料水和入房曲坯温度，延长
微生物附着，促进大曲质量提升；在稻
壳罐、粮食罐安装 8 个料位计，提高计
量精准度；改进包装储存方式，腾出
1512平方用于原酒库扩容改造；对原酒
进行分等级、分年份、分区域储存，持续
推进精益化管理。

九、“数字泥坑”建设步伐加快，包装
生产线、酒水流量统计新增数字化功能

推进一体化数字营销平台建设，对
包装生产线进行数字化改造，安装了数
字采集设备；新增营销布奖、线上利润分
配、货物流向信息查询等数字化功能；原
酒库安装 12台智能酒水流量计，实现自
动读数上传并与云星空成功对接。

十、破疫突围备战新春，酿造完成窖
池转排生产，成品包装 6万件，管理干部
装酒 3万件、卸包装 20万套

在备战春节的关键时期，面对因疫
情造成的人员严重不足困境，酿造车间
精心调度，如期完成转排酿造，并清蒸稻
壳 124吨、粉碎粮食 216吨；成装车间在
11月份完成了 15个品种、64347件的包
装生产任务；部门管理干部装车出酒
29037件，卸包装 20万套，确保了疫情期
间的市场销售和生产所需。

泥坑酒业 2022 年度十大新闻

2月 22日，“2023勇于登攀”
泥坑酒业物管部首届精益总结表
彰会在净雅香苑举行。徐建林发
表讲话，对公司的精益管理工作
予以充分肯定，对获奖者表示热
烈祝贺。

会上发布了泥坑酒业物管部
2022 年度十大精益成果和 2023
年度十大工作目标短片。泥坑酒
业物管部部长李军贺致辞，物管
部全体员工就进一步做好精益工
作进行了宣誓。集团精益推行办
主任李现锋就精益工作讲了指导
意见，精益标杆单位印染分公司
经理刘建伟就精益工作作了经验
分享。

自 2022 年 5 月启动精益扩
面工作以来，物管部通过创新改

善活动，完成精益改善点 662个，
发表精益改善提案 262个，获集
团精益推行办公室奖励 179 项，
提升仓库利用率 30%，取得了显著
成效，从中也涌现出很多先进人
物。会上受表彰的个人、团体是：

最佳精益创新奖：
宁文静、刘立宁
精益改善先锋奖：
孙 苗、贾咏梅、陈 芳
精益活动明星奖：
王 佩、王 龙、王 伟
精益改善优秀团队奖：
包材组、成品组
精益改善优秀员工奖：
牛献娇、李现华、孙成鑫、
岳占芬、寇现华、颜青梅、
田立暖

物管部举办首届精益总结表彰会

2月 17日，“泥坑净雅香杯”
邢台市第三届妇女书法展评审工
作在泥坑酒业净雅香苑举行。邢
台市书协主席路少河、执行副主
席胡湛、副主席马善双、顾问王喜
林、副主席兼邢台市女书协主席
范东琴等出席评审。

经评委会严格评审，从 368

幅参赛作品中共选出优秀作品 15
件、入展作品 85 件、入选作品 29
件。
据悉，该书法作品展活动由邢

台市女书法家协会主办，泥坑酒
业承办，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播河北老名酒泥坑品牌，
展示邢台妇女书法创作成就。

“泥坑净雅香杯”邢台市第三届
妇女书法展评审工作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