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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申明贵

虽然白酒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不
过好品质的产品依然会有更大的市场。

进入8月份以来，赊店元青花洞藏
年份酒在产品品质上已连续获得诸多
荣誉。

品质认可 喜获大奖

近日，在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举办
的 2018年白酒国家评委年会上，赊店
元青花洞藏年份酒“10”荣获“中国白

酒国家评委感官质量奖”称号。
国家级白酒评委是中国白酒业最

高水平的技术团队，赊店获得“中国白
酒国家评委感官质量奖”可谓是获得
白酒界的“奥斯卡小金人”奖。

8月 9日，在河南省酒业协会主办
的 2018 年河南省省级白酒评酒委员
年会暨全省白酒质量鉴评会上，赊店
元青花洞藏年份酒获得河南白酒品评
第一名，并获得“河南酒业感官质量创
新奖”“河南酒业包装设计创新奖”“河
南酒业优秀新产品奖”等多项荣誉。

这一系列奖项的获得，足见赊店
元青花洞藏年份酒的优秀品质，洞藏
年份酒不愧为河南中高端白酒的典范
之作。

重视技术 强化品质

能够在国家级和省级两大感官品
评中获奖，可见赊店元青花洞藏年份
酒的品质优势。事实上，这也得益于
赊店老酒多年来重视技术研发，持续
优化产品品质的结果。

赊店老酒窖池古老，古窖池拥有
近 300年的窖龄。同时赊店非常注重

人工香泥的培养。时间的沉淀，令老
窖窖泥中所含有的菌群总数是一般新
窖窖泥的3倍多，也是中龄窖的2倍左
右。而且主要表现在厌氧细菌方面，
老窖泥中的厌氧细菌总数为新窖的 4
倍。

为了满足赊店老酒日益扩大的生
产规模对老窖泥的需求，赊酒专家模
拟优质老窖泥内有效微生物自然形成

的条件，富集优质老窖泥微生物菌群，
培养优质香泥。

目前赊店老酒人工香泥培养，多
选择夏季温度较高的七八月份进行培
养，进行自然发酵：在发酵过程中逐渐
老熟，并形成浓郁的窖泥香。丰富的
老窖泥，加上赊店人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成就了赊店元青花洞藏年份酒
的卓越品质和良好口碑。

赞助活动 频获点赞

赊店老酒坚持产品品质的提升，
不仅得到白酒专家的认可，而且越来
越多的消费者也更认可赊店元青花洞
藏年份酒。

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赊店元
青花洞藏年份酒频繁成为多种高规格会
议的唯一指定用酒。如在5月份，作为
豫酒“五朵金花”之一，赊店元青花洞藏
年份酒成为2018中国（郑州）国际旅游
城市市长论坛的商务活动指定用酒。会
议上，来自26个国家的94位城市市长
品尝着赊店元青花洞藏年份酒。无形之
中，赊店元青花洞藏年份酒在河南对外
交流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不仅如此，今年以来，赊店元青花
洞藏年份酒还是超过 300场会议的唯
一指定用酒。其中郑州市场有超过
200 场会议，南阳市场超过 100 场会
议。这足以说明消费者对于赊店元青
花洞藏年份酒的认可。

集聚动能 加快上市

8 月 2 日，全省白酒转型发展推

进会在郑州召开，会上“支持赊店老
酒加快上市”被写入《河南省白酒业
转型发展 2018 年工作方案》。同时
南阳市政府成立赊店老酒上市推进
专班，力争 2020 年实现 IPO 深圳主
板上市，成为河南省第一家白酒上市
企业。

方案显示，赊店老酒具备诸多优
势。其中，围绕品质方面有两点较为
突出：

第一，赊店老酒专业技能精。赊
店老酒拥有国家级白酒评委2名、省级
评委6名，现代化科研中心设施配套齐
全，其酿酒工艺更是被认定为河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二，赊店老酒发展后劲大。赊
店老酒总投资25.9亿元打造现代化的
生态产业园，项目占地 1300 亩，建成
后其生产、酿造、储酒能力可满足 70
亿元规模需求，其中酿酒窖池就兴建
了6400口。

这些因素无疑支撑了赊店老酒的
产品自信，让河南人看到了赊店老酒
的品质担当，同时也为豫酒振兴的产
品自信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喜获“中国白酒国家评委感官质量奖”

赊店元青花洞藏年份酒频获点赞 市场势能凸显

赊店老酒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王贤在年会上代表发言

省级评委年会现场

□本报评论员 夏远望

8月 17日，郑州市城乡规划局发布消息，

对棚户区改造项目制定新规，对楼体高度、外

形、色彩等多方面进行了细致规定，这意味着

今后郑州市包括老旧小区、城中村、合村并城

在内的所有棚户区改造的居民小区都将提高

“颜值”与品质，“万楼一貌”将成为历史。此

举也是郑州市进行“城市双修”的重要措施之

一。（见8月21日《河南日报》）
崛起的高楼刷新着城市的高度，新修的

道路拓展着城市的宽度，但也日积月累磨灭

着城市的辨识度。雷同的规划，雷同的建

筑，雷同的景观，甚至连楼盘名称也雷同，

“千城一面”“万楼一貌”越来越为人们所诟

病，有人戏称，要不是拿着机票，都不觉得来

到了一个新地方。郑州棚户区改造要求新

住宅楼宇在总体协调的基础上“色彩多元、

设计个性、品质提升”，不仅有利于提升入住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也让城市建筑越来越

有内涵，越来越有标识性。

“城市双修”让郑州加快步入“内涵式”

发展时代。由外延扩张向存量规划，从规模

化建设向内涵式发展，是城市建设向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城市双修”，即通过生

态修复“加强城市市域范围内水生态、林田

生态、自然山体等的保护和修复”，通过城市

修补“加强对城市功能的完善、城市品质的

提升和人文魅力的彰显，为人们提供宜业宜

居的现代化城市”，是实现城市内涵式发展

的有效途径。2017 年 7 月，郑州入选国家

“城市双修”试点，一年多来，成绩喜人：贾鲁

河焕然一新，工程废土堆出生态公园，打通

断头路，推行生活垃圾分类，老旧小区改造，

打造文化片区，大量新建公共停车位，新建

中小学 30 所，大手笔治“拥堵病”……打造

有内涵的精品城市，“郑”能量正加速释放。

“一个城市的未来，是她的过去合乎逻辑

的延伸”。生态修复与城市修补，不是在一张

白纸上作画，而是在已有的锦缎上补色、添

花，不下一番“绣花功夫”，没有一种“工匠精

神”，事情就很难办成。精雕细琢最为考验毅

力，也最能体现一座城市的品质，因此，我们

要为郑州“城市双修”取得的成绩点赞。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曾 高 度 评 价 三 亚

“双修”试点工作取得的成效，指出“三亚市

把生态修复、城市修补细化为九个方面的

具体工程项目，通过狠抓落实，城市面貌发

生了巨大变化”，呼吁“各城市要学习借鉴

三亚经验”。百尺竿头须更进，推进“城市

双修”工作，郑州要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

细化工程举措，通过制定实施方案，建立项

目清单，细化项目安排，落实实施主体，分

项、分期、分片推动实施。精雕细琢不断提

升城市品质，就能不断增强郑州中原城市群

的龙头作用，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不断集聚

宏大“郑”能量。8

社区治理为扶贫添动力

租房若“无法”房租必“无天”

今日快评

在已有的锦缎上补色、添花，
不下一番‘绣花功夫’，没有一
种‘工匠精神’，事情就很难办
成。

精雕细琢提升城市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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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分钱处方”带来的思考
□张西流

又逢暑期租房旺季。在一些热门城市，每

年七八月份，租房需求大量释放都会将房租推

至季节性“波峰”。然而，今年这一波房租涨势

比往年更“凶猛”。记者近日在北京、上海、深圳

等城市调查了解到，部分地区出现机构为争夺

房源哄抬租金、高价收房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

上推高了区域租金。（见8月21日《新快报》）
种种迹象表明，各地推行“租售同权”新

政，不仅激发出了年轻人租房居住的热情，而

且助推了房屋租金上涨。特别是随着暑期租

房旺季的到来，房租又进入了“疯涨季”。统计

数据显示，今年 7 月，一线城市中，深圳、北京、

上 海 三 地 住 房 租 金 涨 幅 分 别 为 3.1%、2.4%、

2.1%；二线城市中，南京、济南等地涨幅分别为

3.7%和 2.4%；而部分热点城市热门区域，房租

同比涨幅已接近 20%。

与其当痛苦的“毕房族”，不如做理性的

“租房族”，在年轻人中已形成一种共识。然

而，现实情况是，很多年轻人了解生存艰辛的

“第一课”，也是租房。比如，就近租房难、虚假

宣传多、租金畸高等，成为租房“三大难点”，从

而也影响了年轻人的创业激情和生活质量，更

影响了社会满意度和个人幸福感。可见，进一

步规范租房市场，强力调控租金标准，是公共

管理和社会保障的重要命题。

在发达国家，普通民众同样面临高房价问

题，特别是刚入职的年轻人，更无力购买房产，

租房成为常态。发达国家民众的租房积极性，

除了缘于政策保障、政府提供公租房或补贴之

外，更在于对保障房建设的刚性要求，及对房屋

租金的强力调控。2010 年，法国有 666 个市镇

因保障性住房比例未达到《社会团结与城市更

新法》最低 20%的要求而被罚款，罚金总额为

7620万欧元。德国《民法典》等多项法律均强调

保护租房者权益，各州、市及乡镇都设有独立机

构，制定各地段房租价格标准范围；房租涨幅若

超过 20%就被视为违法，超过 50%则构成犯罪。

租房若“无法”，房租必“无天”，炒房危害

大，炒“租”同样如此。必须加快实施《住房租

赁管理条例》，明确房租标准等内容，为租房市

场“房住不炒”保驾护航。一方面，防炒作、挤

泡沫依然不能松懈，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通过

立法规范住房租赁市场，调控租金标准，强化

惩戒措施，对房租无序涨价依法严惩，直至入

刑；另一方面，借鉴国内北京等城市做法，大力

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通过公租房、廉租房、共

有产权房等，使各个群体都能通过不同渠道，

实现住有所居的美好梦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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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郑州市民张先生的母亲出现过敏反应，全身痒

得厉害，到郑州人民医院急诊科就诊。当晚坐诊的唐聚

花医师开了 3 片扑尔敏，而药钱只有两分钱，老人家吃药

后症状很快得以缓解。（见8月21日《大河报》）
这张“两分钱处方”发布在朋友圈后，引起了网友的

热议。“现在看个病太贵了！得个普通感冒进医院，上千

块钱都不一定能搞定！”一直以来，“看病难、看病贵”是压

在老百姓心上的一块巨石。因此面对“两分钱处方”，舆

论一片赞誉之声。

笔者以为，对于这类功效显著的“廉价药”，需要进一

步考虑政府公益补贴的问题，确保其不会因为不赚钱而

在市场上消失，真正造福患者。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并

不一定是“两分钱处方”，而是“有良心处方”。不能完全

以治疗费用、药物价格是否低廉作为评判一个医生医德

的标准，只要医生不忘救死扶伤的初心，在问诊开药时多

为患者考虑，找出最合适的治疗方法，就是我们需要的

“中国好医生”，就值得点赞。8 （郭元鹏）

曲靖市结合实际创新建设绿币“爱心超市”，通过积

分给群众兑现物品共 655795 件，折合人民币 1421.94 万

元，探索出一条以“小勤劳”兑换真爱心、以“微爱心”激发

大能量的脱贫攻坚新路径。（见8月21日《云南日报》）
所谓“绿币”，是选取了其环保、健康、积极、乐观、希

望的绿色寓意；所谓“爱心超市”，爱心的含金量关键在积

分。政府把社会捐助的资金和物资不直接发给贫困户，

而是放进爱心超市，然后把脱贫攻坚、环境卫生、生活习

惯等纳入评分指标，把孝老爱亲、尊师重教、自主脱贫等

列为加分项，把好吃懒做、大办红白喜事等列入扣分甚至

一票否决项，谁的积分越多，谁兑现的物品就越多。

对一些贫困户来说，可能没有脱贫致富的条件和技

术，但是只要对内家庭和睦，对外遵纪守法，同样可以赢

得尊重，同时可以挣得更多的积分来兑换生活必需品，在

此基础上，才可以找到更好的路子，实现彻底脱贫。对于

非贫困户来说，获取积分本就是一种荣誉，还可以把兑换

的物品赠送给贫困户，也是美事一桩。如此把社区治理

与精准扶贫结合起来，取得了“1+1 >2”的效果。一方面

可以通过全民参与社区治理，逐步实现社区自治，一方面

可以把精准扶贫变成每一个人的自觉行动，值得各地借

鉴推广。3 （丁慎毅）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2006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
调查显示，86%的受访者购买过有机食品，69.9%的受访者觉得“有机食品”名
不副实的现象多，建议认证机构要在事前、事中、事后每个环节都严格审查监
督。8 图/陶小莫

分析时局
点评世事

微信扫一扫
更多精彩等着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