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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水是贵州重要的名优白酒生产基地，
位于贵州西北部，地处川黔渝接合部的枢纽
地带，属大娄山系和长江流域赤水河綦江水
系，其主要河流有赤水河、习水河。最低海拔
275米，最高海拔1872米，属中亚热带湿润性
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3.1℃，年均降水量
1130毫米，适宜酿酒微生物生长繁殖。土壤
类型有紫色土、黄壤、黄棕壤三大类，其中紫
色土最多。在紫色土中又以酸性紫色土最
多，适宜种植优质酿酒原料糯高粱。习水县
酿酒历史悠久，早在西汉时期酿造的枸酱酒，
就堪称琼浆玉液，深得汉武帝赞赏，被列为贡
品。明代中叶，酱香型白酒发展渐趋成熟，清
代，赤水河盐运业进一步推动了沿岸酿酒行
业的繁荣，在此后数百年间，赤水河畔酱香白
酒的独特风味日益完善。“端午曲，重阳沙，赤
水清清秫米红；八回酵，九上甑，春秋几度酱
香成”，这首习水人口口相传的歌谣，就是对
酱香白酒酿造工艺的高度概括。习水酱香白
酒的水源地——赤水河，在习水境内蜿蜒流
淌数十公里，是迄今未受现代工业污染的河
流，孕育着国酒茅台、习酒等知名美酒，是中

国独一无二的美酒河。
白酒产业作为习水县传统支柱产业和特

色优势产业，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白酒产业
发展，按照“一园三区”进行规划布局，成立了
以白酒为主导产业的习水经济开发区，定位
为贵州省重要的名优白酒生产加工基地，规
划习酒镇、土城镇、隆兴镇沿赤水河流域建设
了“习水县白酒工业园区”和浓酱两香白酒生
产基地；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高标准招
商，多层次发展，多渠道营销，推动白酒产业
跨越发展。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创新，现已逐
渐形成了以习酒公司的“窖藏系列”“金质酱
香习酒系列”为龙头，以“心悠然”“贵习酒”

“二十一响礼炮酒”“土城宋窖”“亨海”“永恒
玉酱”等品牌共同组成的酱香白酒行业生产
基地，享誉全国。特别是“习酒”，在省内乃至
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品牌效应，今年销售
有望突破32亿元。

习水有白酒生产企业 30家，其中规模白
酒企业17家，拥有中国驰名商标1件、省级著
名商标 15件、贵州省“十大白酒品牌”产品 2
件。2016年，全县实现白酒产量5.5万千升、

总产值46亿元，销售额30亿元，贡献利税8.2
亿元，市场覆盖四川、重庆等二十几个省
（市）、区。

当前，习水正致力于优先支持白酒产业
发展，着力实施“五大战略，力求五大突破”，
坚定不移率先突破白酒产业发展，坚定不移
优先支持习酒系列长足发展，坚定不移大书
特写白酒与旅游发展姊妹篇，坚定不移创新
推动赤水河流域生态经济示范区建设，实现
白酒、旅游融合发展，推动白酒产业提档升
级、转型跨越。

习水将继续聚焦白酒不散光，按照一企
一策帮扶措施，支持大企业做强、小企业抱团
发展；加大市场营销宣传推介，拓宽白酒销售
渠道，积极发展白酒配套产业，大力提升品牌
形象；将聚焦白酒旅游姊妹篇，实施酒旅融合
发展战略，启动建设“中国习酒城”，打造“贵
州第一、中国一流、世界知名”的习水赤水河
谷旅游精品线路和白酒文化旅游产业示范
园。到 2020 年实现白酒销量 10 万千升以
上，销售收入 100亿元以上，税收 20亿元以
上。

土城镇宋池老窖酒业有限公司
是贵州省 2009年招商引资的项目，
位于土城镇狮子山，毗邻四渡赤水纪
念馆。2010年注册成立，注册资金
1000万元，占地36亩。

公司是贵州省百强品牌企业。
连续三年获得省、市“重合同 守信
用”单位，市级“安全标准化”企业，多
次获省市县有关部门授予的“先进企
业”“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公司所
属的宋窖博物馆是贵州省首家公益
性博物馆，通过国家文物局验收审定
合格，获省级“科普教育示范基地”

“遵义市科普教育基地”称号。
公司为实现转型升级，创新发

展，打造“宋窖酒庄”。配套建设的宋
窖博物馆、宋窖书画艺术馆、赤水河
大型摄影展、宋窖国际艺术馆、中国
作家宋窖创作基地、宋窖文化广场、
宋窖会所、宋窖购物中心、迎宾楼等
场馆组成。展示千年古镇的历史文
化、赤水河流域酒文化、书法绘画艺
术及宋窖源远流长的传统酿酒工
艺，使红色文化与白酒文化、古镇文
化有机融合，成为土城镇又一旅游新
景点。

公司坚持“质量第一、文化引领、
品牌创先”的宗旨，凭借清晰的发展战
略规划，勇于创新的思路，得到了政
府、市场、同行业和社会公众的广泛认
可。2016年5月，成为第十一届贵州
省旅游发展大会的重要观摩点。公司
将依托土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历
史悠久的传统酿酒工艺，标准严格的
质量管理体系，千年积淀的酒文化底
蕴，把酱香型酒“宋窖”打造成为贵州
白酒行业的又一品牌名酒，将宋窖酒
业建设成集酒业、旅游业、文化产业三
位一体的名牌集团。

贵州凯源酒业有限公司创办于

1996年，公司属民营企业，是遵义市

重点扶持酿酒企业，总投资 8500万

元，厂区建筑面积 12000多平方米，

现有生产车间2间，自动化包装车间

2间，年产量1800多吨，另有2000多

平方米的贮酒溶洞——“九仙洞”。

公司坐落于习水驰名中外的美

酒河（赤水河畔），盛产酿酒主要原料

红高粱和小麦，在赤水河谷形成了独

特而不可复制的微生物圈，更有未受

任何污染的酿酒山泉水，为酿酒提供

了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100公里内

的赤水河谷里孕育了国酒茅台、中国

名优郎酒、习酒等300多家各型类白

酒生产企业，成为饮誉华厦的百里酒

城。

20年来，公司坚持以质量求生

存，以信誉谋发展，目前公司有高级

工程师 2名、高级调酒师 2名、中级

职称 8名、技术工人 120余人（其中

安置下岗职工 63 名），拥有先进的

包装、生产线和检测设备，先后获得

政府颁发的绿色企业、先进企业、诚

信企业、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并拥

有一支善于开拓市场的营销队伍。

公司立志于建设和打造贵州优质

酱香型53°、浓香型52°、42°、38°

的白酒基地，主导品牌以“习宾宴”

“醉先富”“贵侨”“古赤”“习河”为主

的高、中、低档品牌（订制酒、贴牌酒）

产品畅销于贵州（地、州、县）、江苏

（扬州）山东、河南、甘肃、重庆、天津、

沈阳、长春等地区，本着公平、创新、

共赢的理念，热忱欢迎全国各地有志

于白酒产品经营事业的朋友加盟贵

州凯源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永恒酒业有限公司位于习
水县回龙镇，与国酒茅台、贵州习酒
同属赤水河中游。地质、气候、水质、
生产原料同源同质，生产工艺一脉相
传，均系赤水河谷微生物圈地域，有
着酿制酱香型白酒得天独厚条件。

公 司 原 习 水 永 恒 酒 厂 ，建 于
1973年，经国家和相关部门批准征
地 100余亩，主要产品“永恒大曲”，
于1985年荣获“贵州名酒”;1986年
在贵州省第四届评酒会上被评为“特
别金奖”。近年来，公司着力打造诚
信品牌、开拓市场，已开发“永恒玉
酱”系列十余种产品。

“永恒玉酱”系列产品以本地优
质糯高粱、小麦、水为原料，采用传统
工艺精心酿制而成，未添加任何香
气、香味物质，从生产、贮存到出厂历
练多年，具有酱香突出、优雅细腻、酒
体醇厚、回味悠长、空杯留香的特点。

应贵州省委、省政府，遵义市委、
市政府关于着力打造沿赤水河走廊
酱香型白酒基地的产业布局导向，以
诚信敬业、稳健求实、和衷共济、创新
永恒为企业精神，逐步技改和扩能，
目前具备1000吨酱香型白酒的生产
能力。现有生产车间三栋，制曲车间
二栋，酒库二栋，包装车间一栋，办公
楼一栋，生活住宿楼二栋，生产设备
设施、证照齐全。“永恒玉酱”系列产
品是宴请宾朋、馈赠亲友的最佳选
择。

“世间有君酒，出生大不

同”。“洞酿君酒”取赤水河之

水，采用本地小红粱，在传统

工艺的基础上，利用习水龟

仙洞（全球“最大的天然溶洞

白酒酿藏基地”）独特的溶洞

环境，结合洞酿技术（该技术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酿造而

成后，存储于一年四季恒温

恒湿的溶洞内。

“洞酿君酒”经多位国家

级技术人员研发而成，分别

打造君酒·玉玺、君酒·兰玺、

君酒·黑玺系列中高端酱酒，

由习水县兰黑酒业有限公司

负责品牌打造与市场推广，

以“龟仙洞”为切入点，大力

实施“酒旅融合”新战略，加

快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带动

产业发展。

赤水河谷习水产区：

打造中国白酒的勃艮第

习酒·窖藏1988，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主体品牌。产于中国酱
香型白酒核心产区赤水河中下游—贵州省习水县习酒镇。载汉武帝赞誉“枸酱”之魂，
禀赋习酒城的自然资源造化，历经岁月陈酿，终成尚品。

采用1988年以来的窖藏酱香老酒和精选五年以上的优质酱香基酒，经多位国家
级酿酒大师精心勾调而成，香味成分及相互间的配比平衡协调，形成了
独特的质量风格和味觉体验。每年限量生产，品质卓越，韵味深厚，彰
显珍贵，具有极高的品鉴价值。

土
城
镇
宋
池
老
窖
酒
业

●● ●● ●●

贵
州
凯
源
酒
业

洞
酿
君
酒

永
恒
酒
业

小
糊
涂
仙

小糊涂仙酒业由广州云峰集
团控股，于1997年在习水县习酒镇
成立。依托赤水河流域得天独厚
的朱砂土壤、优质特产糯高粱和纯
净甘美的水源等自然条件，精酿出
独树一帜的“小糊涂仙”系列优质
白酒，并从传统文化中凝练出独特
深邃的品牌内涵，先后获得“98国
际食品博览会金奖”“2005年度中
国最具影响力 20 强酒类品牌”

“2006年首届中国酒类行业十大领
袖品牌”等一系列荣誉！

2010年，在“浓酱并举，双轮驱
动”的发展战略指导下，习水县小糊
涂仙酒业于土城镇征地 533亩，兴
建大型酱香白酒生产基地。2017
年推出战略产品小糊涂仙·心悠然
原浆酱香白酒，正式吹响了小糊涂
仙进军酱香型白酒市场的号角。

小糊涂仙·心悠然酱香型白酒
是小糊涂仙品牌 20年磨一剑的厚
积力作。心悠然酱酒凭借赤水河
谷核心小产区的先天地理优势，甄
选当地优质糯高粱，坚持古法酿造
工艺，由国家级品酒师、勾兑大师
吕相芬女士匠心勾调，心悠然酱酒
具有：微黄透明，酱香突出，香气幽
雅，醇厚丰满，口味独特，柔顺回

甜，回味悠
长，空杯留
香持久，具
有 酱 香 型
白 酒 典 型
风格，是集
天地精华、
融 匠 心 卓
著 的 珍 品
佳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