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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3月 6日从行业内获悉，我国对于生乳新国标的

第一次讨论稿已经发布，开始向社会征求意见。新国标

中的一大亮点就是实施生乳分级标准，即对原奶中的优

质奶源与一般奶源区分开来，最终在市场上形成差异化

的奶产品，既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也保证消费者的知

情权，改变目前“好奶卖不出好价”的状况。(见 3月7日
《北京青年报》)

我国现行的生乳标准于 2010年制定，这一标准是通

用标准，而中国幅员辽阔，牧场甚多，大至“万头牧场”，小

至养几头牛的散户，不同运营模式的牛场供应的鲜奶品

质有很大差异，现行的生乳标准是一个固定的标准，这种

“一刀切”的标准，就失于简单。

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原奶分级制，国内生

乳新国标第一次讨论稿发布，“新国标”将实施生乳分级

标准，这是“与国际同轨”，是与时俱进。这样能够引导加

工企业将优质奶源与一般奶源在加工产品时区分开来，

有利于鼓励养殖企业养好牛、加工企业用好奶，对消费者

来说，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按需选择。

生乳分级标准能让好奶卖出好价，也让差奶只能卖

出差价，让牛奶的价格与其自身价值相匹配。这样能让

奶企的付出与收获成正比，有助于奖优罚劣，激励奶企生

产好奶，引导奶业向优质发展。2 （戴先任）

据《济南日报》报道，近日，济南警方就《济南市公安局关于加强
养犬管理的通告》向社会征集意见。通告中拟规定，市民遛狗时绳
长不得超过1.5米。济南市公安局养犬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遛狗绳
长数据是畜牧部门经过实验后得出的，是“不至于影响他人所应保
持的安全距离”。5 图/王成喜

□黄春景

据报道，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女代表、女委员比例明显上升。人

大代表方面，2980名代表中妇女代

表 742 名，占总数的 24.9%，继上届

实现历史性突破后，再创新高；政协

委员方面，共有委员 2158 名，其中

女委员 440名，占总数的 20.39%，在

历史上首次突破 20 个百分点。由

是观之，新时代妇女“半边天”的作

用愈发凸显，“她力量”“她精彩”标

注新高度、引领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妇女是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

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

没有妇女，就没有人类，就没有社

会。”每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正逢

全国两会，女性履行职责、参政议政

在两会上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与此同时，活跃在各行各业的女性

代表，她们在经济金融、教科文卫、

工程技术、生态农业等领域作出了

卓越贡献，树立了巾帼不让须眉的

良好形象，充分诠释了中国女性力

量的崛起。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学术技

术带头人、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王杜娟，带领她的团

队从零起步，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盾

构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铁道科学

研究院首席工程师赵红卫，因为科

研任务紧，15次过家门而不入……

在我们的周围，还有着许许多多在

不同岗位上奋斗着的女性，坚持把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积蓄起强大的“她力量”，将一幅幅

美丽画卷变成现实。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是不

可辜负的时代、大有作为的时代，

奋斗的女性是幸福的。创业创新

进入“她时代”，社会治理有“她身

影”，参政议政离不开“她作为”，女

性之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在逐梦新时代的伟大

实践中，“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

新时代女性，成就了一个又一个好

妻子、好母亲、好儿媳、女标兵、女能

手。诚如一位女性代表所言：“不管

什么时代，‘奋斗’二字永不褪色，

而我，还需要再奋斗很多年。”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

浩浩荡荡。随着“她力量”的崛起，

她们用女性特有的生活态度、思考

方式和创业激情，在各自的创业领

域默默付出、无私奉献，展现着绚

丽多姿的“她魅力”，闯出了一片天

地。在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中，

“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只有奋

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

建功新时代，呼唤更多“她力量”参

与，更平等、更多元地展现新时代

“半边天”的别样风采！5

生乳分级从源头保障好牛奶

乡村振兴要过垃圾处理这道坎
要实现乡村振兴，

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

美丽家园，垃圾处理是

一道必须迈过的坎。

□本报评论员 吕志雄

乡村振兴成为 2018 年全国两

会的热词，不仅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着重提出，参会的代表和委员也对

此纷纷建言献策，其中，农村垃圾处

理问题是谈论较多的话题。全国人

大代表、河南省通许县苏刘庄村乡

村医生马文芳说，现在乡村，依然到

处可见垃圾，不仅影响乡村风貌，还

不利于基层群众的身体健康。

相比城市而言，受基础设施、

自然环境、思想观念等因素制约，

农村垃圾治理任务更重、难度更

大。但是，要实现乡村振兴，让农

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垃圾

处理是一道必须迈过的坎。

近年来，为解决农村垃圾问

题，我省做了很大努力。随着科技

的进步、养殖业的发展，农作物秸

秆处理取得了很大进展。目前濮

阳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上，

郑州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2%以上。

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虽然有了很

大进步，很多地方都实现了垃圾集

中回收，集中填埋，但“污水靠蒸发，

垃圾靠风刮”的情况还未杜绝，农村

生活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水平

还很低，甚至很多地方还没有起

步。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难以做

到垃圾分类回收，而分类回收是垃

圾处理及资源化再利用的基础。

失去了基础，一切都无从谈起。

近日，大河报记者在沁阳市东

沁阳村看到，村子四周没有一个垃

圾堆，街面上也看不到一个塑料袋，

除了墙角偶尔可见残留的一些春节

燃放的鞭炮纸屑，几乎见不到其他

垃圾。村子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在

每一家的大门口或者门洞里，都放

有几个桶，这些桶没有统一制式，有

油漆桶、水桶、铁桶等，每个桶里都

放着不同的垃圾。经过了解发现，

这里的垃圾分类处理比很多城市做

得都要好。所有的村民都自觉地将

生活垃圾分类，最终细化到十六

类。经过垃圾分类和回收后，各种

类别都得到相应的处理，有的再利

用，有的进行无害化处理。

这样先进的垃圾处理方式，给

全省各地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做出

了示范。这个村是怎么提高群众

垃圾分类意识的？又是怎么解决

投入大收效微的农村垃圾处理难

题的？他们在无害化处理及资源

化利用方面有什么好办法？认真

深入了解分析东沁阳村垃圾处理

的办法，再结合当地实际，拿出一

个好办法来，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解

决垃圾分类回收的问题，为集中资

源化、无害化处理农村垃圾打好基

础，我们才有希望拥有美丽乡村。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不久前印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方案》指出，按照因地制

宜、有序推进的原则，重点强调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厕所粪污治理、梯次

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我省落

实这个方案，提出要加快生活垃圾、

污水处理和村容村貌美化。任务在

肩，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将看到更加

美丽的乡村：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撩

乱碧罗天。5

逐梦新时代呼唤更多“她力量” 非遗纳入教育体系一举多得

众
议

中岳观察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蔚县剪纸艺术馆馆长周淑英

呼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教育教学体系，探寻行之有

效的传承模式，在全社会营造学习、保护和传承非遗的浓

厚氛围。（见3月7日《燕赵都市报》）
将非遗文化纳入学校教育，是非遗文化传承的根本

之策。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和标志，对其进行有效保护将促进

民族文化与艺术繁荣发展。将非遗文化纳入学校教育实

践，一是有利于传承非遗文化，二是有利于培养非遗高层

次人才，三是有利于提高学校的素质教育。非遗面临的

最大危险是失传或消失，而将非遗文化纳入学校教育，不

只是传承非遗文化，更是培养非遗“传承人”。非遗文化

有了“传承人”，就不用担忧非遗文化的失传或消失。

周淑英代表建议，各学校在教育部门的组织指导下，

结合实际编写教学大纲、教材和教案，开设非遗相关课

程。这个建议非常好。当然，非遗资源种类繁多，并不是

所有项目都适合在校园传承。希望各地教育部门对本地

的非遗资源进行系统地分析论证，将文化传承与扶贫结

合起来，将文化传承与增加创业项目或增加新的经济增

长点结合起来，重点推广、精准传授，努力建设非遗项目

特色学校，打造非遗项目特色专业和课程，培育非遗项目

特色人才。5 （张魁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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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仰韶酒业：以奋斗的姿态踏上豫酒振兴新征程

从豫酒超级大单品仰韶
彩陶坊的稳健发力，到仰韶
窖香的快速增长……2017年
借助“一陶一窖”的产品矩
阵，仰韶酒业在省内 18个地
市全面开花，市场销售连续
六年以超 30%的速度增长，
领航豫酒振兴。

市场增长的背后，是仰
韶酒业2017年度在产品方面
的优化完善，在会务营销方
面的精耕细作，在品牌打造
上的创新引领，在公益慈善
方面的社会效应，在豫酒振
兴中的一马当先。

产品方面：9月 19日，仰
韶大单品仰韶陶藏上市，成为
继将彩陶坊运作成功后，推出
面向中端消费者的战略性产
品；10月19日，为有效落实陈
润儿省长提到的“一定要适应
形势的变化，集中资源，集中
技术，集中力量来打造核心品
牌和超级单品”的讲话精神，
满足品质升级、消费升级下的
政商务接待需求，豫酒振兴第
一酒——河南彩陶坊上市，优
化完善了仰韶酒业“一陶一
窖”的产品矩阵，在产品层面
夯实了爆发的基础。

会务营销方面：2017 年
度，作为河南名片——仰韶
彩陶坊先后参与了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2017郑州国际航
展、第 35届中国洛阳牡丹文
化节等数百项重大活动。据
统计，全年超过 1600多场高
端政务活动、3800多场商务

活动将彩陶坊选为指定用
酒，在省内持续培育高端消
费者几十万人次。

品牌打造方面：在全省
特别是郑州市场加大户外与
社区媒体投放，打造“到河
南，喝陶香”的豫酒品牌自
信；抢占河南主流媒体酒类
专刊头版，开展“爱家乡，喝
豫酒”“我是河南人，我为豫
酒代言”等主题活动，有力地
增加仰韶品牌曝光度、美誉
度与亲和力。

公益慈善方面：5月份，
“陶香故里，感恩之约·彩陶
坊百万助学活动第二期善款
发放仪式”在洛阳举行，仰韶
酒业向来自洛阳各地区的贫
困学子现场发放助学金，激
励大家努力学习、回报社会；
6月份，彩陶坊“爱心助考”在
省内 18个地市同时启动，两
天内送出百万瓶水。

豫酒振兴方面，9 月 9
日，在省人民政府主办的“豫
满中华·豫酒推介会”上，董
事长侯建光代表19家豫酒企
业作主旨发言，分享《弘扬工
匠精神，打造豫酒品牌》的仰
韶方案；9月 19日，全省酒业
发展工作会议上，董事长侯
建光作为豫酒唯一企业代表
作《践行工匠精神，做好豫酒
振兴排头兵》的主旨发言，从
五大领域讲述了仰韶酒业引
领豫酒振兴的具体做法和今
后的落实规划，向全省推广
仰韶经验。

1月，“2016诚信兴商宣传
月诚实守信道德模范颁奖盛
典”在河南省总工会举行。会
上，对在“诚信兴商”活动中，社
会信誉和企业经营双优的个人
进行了隆重表彰，仰韶营销公
司总经理卫凯被授予“诚实守
信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2月，在第七届2016“河南
经济年度人物”颁奖盛典上，来
自豫酒领域的卓越企业家、仰
韶酒业董事长侯建光获评第七
届2016“河南经济年度人物”，
这是河南白酒多年来唯一以创
新引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赢得的年度经济大奖。

3月，仰韶彩陶坊荣获“河
南酒类市场最受公众喜爱口感
质量酒品”“首届中国值得百姓
信赖的100款白酒”两项大奖；
仰韶窖香第二次入选中国酒业

“ 青 酌 奖 ”年 度 酒 类 新 品
TOP10；侯建光被授予“中国酒
业年度经济人物”称号。

4月，在“中国酒业科学技
术奖”颁奖典礼上，侯建光荣膺

“中国酒业科技领军人才”称
号，仰韶酒业《响应面法优化陶
香型窖池中异常威克汉姆酵母
发酵产乙酸乙酯条件》论文获

“中国酒业科技进步优秀论文”
奖；在“河南酒业年度总评榜颁
奖典礼”上，仰韶产品、品质、市
场、品牌联动，一举拿下九项大
奖，连续两年创豫酒单场活动
获奖数目纪录。

9月，第七届中国（贵州）国
际酒类博览会在贵阳市开幕，

其间由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
“豫满中华·豫酒推介会”上，仰
韶彩陶坊以实力位居“河南省
十大名酒”首位。

10 月，“第九届华樽杯中
国酒类品牌价值200强评议活
动”中，仰韶酒业以 101.45 亿
元的品牌价值高居豫酒榜首，
成为豫酒第一个步入百亿元品
牌价值的企业。同时，仰韶酒
业力摘“中国陶香型白酒领袖
品牌、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酒
品牌、中原白酒领军品牌、中
国十大高端酒品牌”四项大
奖，有力地对外展示了豫酒形
象。

11月，第三届酒业总裁论
道会议上，彩陶坊获“2017 中
国次高端白酒典范品牌”大奖；

“中国千商大会·博鳌酒业峰
会”上，仰韶酒业斩获六项大
奖；2017华中区域十大经济人
物评选中，侯建光荣获“2017
华中区域十大经济年度人物”
称号；河南首届品牌大会上，仰
韶酒业再获“103.11亿元”的品
牌价值评估，夯实豫酒领军地
位，成为“河南省十大领军品
牌”，仰韶营销公司总经理卫凯
被授予“河南省十大杰出品牌
领袖”。

12 月，“2017 年中原公益
盛典”上，对在中原地区赋予社
会责任的标杆企业、个人和公
益组织进行了隆重表彰，仰韶
酒业被授予“金阳光公益奖·十
大标杆企业”，有力展示了豫酒
企业的责任与情怀。

2018年新年贺词中提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幸福都是奋

斗出来的”很快红遍网络，响彻大江南北，铭记于千百万人民的心

中，成为极富穿透力、感染力、感召力的行动号角和新时代强音。

回顾我们河南酒业的 2017 年，也恰恰是一幅以奋斗出成绩、以转

型促发展的秀丽锦图。

这一年里，作为豫酒的领军品牌，仰韶彰显了豫酒的匠心与创

新、走出了豫酒的速度和模式、强化了豫酒的品牌与形象，几乎人

人都是见证者，仰韶以领航者的姿态与时俱进，成为了豫酒振兴的

砥柱力量，为豫酒板块谱写下了壮丽诗篇。

1 ▏斩获34项大奖，有力提升豫酒形象

在豫酒里，提到仰韶酒业有两个词汇是怎么
也绕不开的，一个是“匠心”，另一个是“创新”，也
是因为有了“匠心酿酒”与“科技创新”的推动，才
逐渐成就了仰韶彩陶坊“品质标杆，豫酒典范”。
2017，仰韶在品质营销领域多头行动、整体推进，
有效落实仰韶酒业“1.2.3.4.5”品质提升规划，开展
品质营销，助推豫酒品质自信。

1.就是坚持一个核心：产品质量风格的差异
化。

2.充分利用二个平台：一是和江南大学共同成
立的陶融香型白酒研究院，二是建立的河南省首个
白酒博士后研发基地和全省唯一的微生物实验室。

3.开展三个方面的分析研究：
第一是开展区域微生物环境特征和代谢生物

的研究，它的目的就是找到陶融香型白酒与仰韶
特定环境下区域微生物的必然联系，同时找出形
成陶融香型白酒独特风格的一种或几种微生物，
对它们在发酵过程中的代谢产物进行分析，为香
味成分的分析打下基础。

第二是开展了微量成分的分析研究，它的目
的就是通过对陶融香型白酒的微量成分进行分析
检测，并对陶融香型白酒与其他香型白酒在微量
成分方面的差异化进行了分析比对，找到决定陶
融香型白酒特殊风格的某一种或某几种或某一类
微量成分，从而为陶融香型白酒标准的制定提供
理论基础和保障。

第三是开展了食品安全方面的研究，为了落
实企业主体责任，提高企业对食品安全影响因子

的防范和预判，仰韶加入了由国家食药局组织、中
国食品发酵研究院牵头组成的全国大型白酒企业
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研究项目组，开展了塑化剂、氨
基甲酸乙酯、农药残留、重金属等项目的分析检
测，并利用建成的豫酒首个质量追溯体系平台，实
现从原材料进厂、到成品出厂的层层把关，牢牢扎
固了食品安全防线。

4.就是四个要求，也就是仰韶酿酒要达到的四
好品质：一是好看，二是好闻，三是好喝，四是好
受。

5.就是对酿造过程中，决定白酒香型的五个要
素进行了差异化的科研攻关。这五个项目分别
是：一、仰韶地域环境微生物差异化的研究；二、陶
融香型白酒制曲工艺的研究；三、不同原料对酒体
风格差异化的研究；四、发酵设备对基酒风格影响
的研究；五、陶香型白酒多香型工艺融合度提升项
目的研究。

同时，仰韶酒业重视品质的态度也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认可，受邀加入了由国家食药局组织、中
国食品发酵研究院牵头组成的全国大型白酒企业
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研究项目组；在仰韶酒业举行
的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品质提升现场会上，豫酒
转型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刘满仓要求全体豫酒企业
向仰韶学习经验；连续11次通过白酒国优等级认
证资格评审，通过了河南省纯粮固态发酵白酒酿
造生产示范企业现场审核。

2017年，仰韶酒业在品质营销层面展现出了
强劲的生命力。

３ ▏连续六年增长，全面领航豫酒振兴

成绩都是奋斗出来的。把蓝图变为现实，让梦想照进阳

光，无不需要呼唤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的奋斗精神。天道

酬勤，2018年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局之年，我们豫酒也将迎

来转型发展的攻坚与机遇，这时就更需要激荡创造伟力、昂扬

奋斗决心。极不平凡的 2017 年，仰韶已经书写了难以磨灭的

精彩回忆；超乎寻常的 2018年，仰韶也必将引领豫酒记录下开

拓美好未来的壮志雄心。2018年，豫酒转型发展看仰韶！

（杨黎明）

２ ▏重视科技创新，助推豫酒品质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