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版│212019年5月30日 星期四

●● ●● ●●

□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朱西岭

豫酒振兴，驻酒在行动。5 月 24
日，麦浪滚滚的季节，豫坡集团酱意浓
香型白酒风格研讨会系列活动在驻马
店市西平县举行。

来自省豫酒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
导小组、驻马店市政府、西平县委县政
府的相关负责人，中国农业科学院、河
南牧业经济学院、河南省食品科研所、
河南省酒业协会的专家学者以及省内
媒体的记者来到豫坡集团，观摩万亩
小麦基地、探访百年老酒窖、品鉴新酿
造的原浆酒，最后，围绕豫坡集团的创
新产品——酱意浓香型白酒展开了座
谈和研讨……

万亩原粮基地
成就豫坡好酒

上午 8 时，活动正式开始。在豫
坡集团董事长张建设等陪同下，与会
嘉宾首站来到位于西平县老王坡的豫
坡集团万亩酿酒原粮基地观摩。

参与观摩的有省豫酒转型发展专
项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牵头人陈振
杰，省工信厅食品工业办公室调研员
王高潮，驻马店市政府副秘书长刘贺
伟，西平县委书记聂晓光以及中国农
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博士朱勋，河南
省酒业协会副会长、总工程师赵书民，
河南省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刘建利，河南省食品科研所白酒技术
中心主任王杨，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酿
酒工程专业教研室主任赵志军等。

站在基地边上，远远望去，万亩良
田麦浪滚滚十分壮观，呈现出一派丰
收在望的喜人景象。为了方便大家了
解，老王坡管委会相关负责人，给大家
介绍了该良种基地的建设和生产情
况。朱勋和来自西平县的农业专家则
给大家讲解了西平小麦获得国家地理
标志的情况，以及酿酒原粮选育、原粮
基地建设对豫坡老基酒风格研究的意
义。

据豫坡集团文宣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老王坡属于典型的中原小盆地气
候，这里空气湿润、水质优良，为开发
生产绿色食品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
环境。1955年老王坡农场成立，很快
就成为全国优质小麦良种示范基地、
全国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2018年
被河南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评定为

“河南省绿色食品示范基地”。
大规模的优质粮食生产给酿酒提

供了优越的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豫
坡酒厂于 1958 年正式建厂并发展至
今。60多年来，酒厂始终以老王坡农
场生产的粮食为主要酿酒原料，早在
1982 年豫坡酒就被评为原农垦部和
河南省优质产品奖。1993年 10月，豫
坡酒获得国家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颁发
的绿色食品证书（比茅台获得绿色食
品证书早了 6年多）并延续至今 26年
没有间断。26 年中，“绿色、原粮、原
产地、原生态”成为豫坡老基酒和豫坡
集团的金字招牌。

酱意浓香风格
老基酒新定位

参观完万亩酿酒原粮基地，大家
又来到豫坡集团老酒厂，走进酱意浓
香型白酒酿造车间，参观了有 40多年

窖龄的老窖池、品尝了新酿造的原浆
酒、探访了使用近百年的老酒海。来
到豫坡老基生态文化园，大家又相继
走进豫坡集团党建文化馆、酒文化馆
参观学习，进一步加深了对豫坡集团
的认识和了解。

上午 10时 30分，豫坡老基酒风格
研究座谈会在豫坡老基生态文化园三
楼会议室举行。会议由西平县副县长
蔡新亭主持。

会上，张建设向大家介绍了豫坡
老基酒的发展情况。他说，在各级党
委政府、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豫坡集团
2019年一季度实现了开门红，业务收
入 和 利 税 相 比 2018 年 同 期 增 长 近
40%。在豫酒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
集团提出了“科技创新、生态共享”的
发展理念，围绕打造“红色豫坡、品质
豫坡、文化豫坡、百年豫坡”的发展目
标，充分利用位于老王坡的几万亩优
质粮田，和中国农科院联合成立了酿
酒原粮实验基地，从原产地、原粮种植
上下功夫、搞科研，并提出了“原粮好、
酒才好”的原产地概念，逐步形成了以
绿为荣、以游促酒、以文为魂、以酒为
本的发展战略。原粮试验基地建成
后，通过研究试验又打造了酿酒原粮
的绿色生态化工程，从一粒种子到变
成一瓶酒，建立起了老基酒 3 年绿色

生产体系，从源头上解决了老基酒的
品质提升问题，奠定了老基酒酱意浓
香型的独特风格基础。

张建设说，本次推出的酱意浓香
型风格老基酒，最早可以追溯到 1991
年，当年酒界泰斗秦含章莅临豫坡酒
厂，在品鉴了豫坡老基酒后提笔写下

“甘水老王坡，人工泥池墙，双轮成醪
底，酱意兼浓香”的品鉴意见，首次提
出了豫坡老基酒酱意浓香型的风格特
征。近年来，集团充分利用河南省固
态酿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河南省酒
业协会老基酒风格研究中心两个平
台，运用博士后实践创新基地，邀请省
内外知名白酒专家莅临指导、多次召
开豫坡老基酒风格研究会议，经过工
艺提升、技术创新，最终确立了酱意浓
香型白酒的风格定位，形成了浓中带
酱、浓头酱尾的产品风格特征。未来，
集团将以老基酒的天之基、人之基高
端产品为主，进行酱意浓香型产品定
位和打造，从而为集团的下一步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

嘉宾点赞热议
盼豫坡更出彩

在随后的嘉宾发言环节，与会的
领导、嘉宾相继发言。聂晓光首先代
表西平县委县政府致辞。他说，西平

自古以来就以盛产优质小麦闻名，豫
坡集团的 20000 亩酿酒原粮生产基
地，在国内白酒企业中堪称非常独特
的优势，刚才听专家们介绍，白酒酿造
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原粮的好坏，“原
粮好，酒才好”，希望大家多支持豫坡
的发展，也希望豫坡集团抓住豫酒振
兴的发展机遇，乘势而上。

随后，河南省酒业协会副会长、总
工程师兼豫坡老基酒风格研究中心主
任赵书民，代表参与酱意浓香型白酒
风格品评的专家们，宣读了品评意见：

“豫坡老基酱意浓香型白酒窖香浓郁，
似有酱香，香味协调，舒适细腻，醇厚
甘爽，尾净余长，具有酱意浓香的风格
特征！”

王高潮在讲话中说，本次万亩酿
酒原粮基地观摩和酱意浓香型风格研
讨活动很成功，充分体现了在豫酒振
兴的大旗下，豫坡集团抓机遇、强品
质、树品牌、重特色，积极践行省委省
政府提出的白酒业转型发展战略方
针。希望公司以此为契机，发展跨上
新台阶，为西平经济发展、驻马店白酒
产业发展和豫酒转型发展，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陈振杰在代表省豫酒转型发展专
项工作领导小组致辞时，再次对活动
给予积极评价。他从几方面进行了总
结：一是本次活动是首家豫酒酒企围
绕酿酒原粮展开研讨，并且还是在全

国著名的农业大县举行，对行业发展
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二是从活动的
举办来看，驻马店市、西平县政府在落
实和贯彻省政府提出的豫酒转型发展
工作方面做得很细，实实在在为企业
服务，助力酒企发展；三是对豫坡集团
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从麦田开
始，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贸、工、农、
旅齐头并进，成为一家具有强大竞争
力的豫酒骨干企业，在全省可谓独树
一帜。

陈振杰还对在座媒体和豫坡集团
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希望媒体挖掘更
多、更新的有关豫酒转型发展的亮点、
闪光点。二是加大对以豫坡集团为代
表的豫酒第二梯队的报道，比如可以
从“好粮酿好酒”的源头、从工艺和香
型的创新等方面挖掘，仰韶有陶香、宋
河有自然香、皇沟有馥合香，豫坡打造
出了酱意浓香，只要市场认可，就都是
有价值的。三是建议媒体多呼吁、多
建言豫酒人才梯队建设。希望豫坡集
团积极打造核心竞争力、打造大单品，
并与周边企业、上下游企业积极合作，
为豫酒转型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最后，刘贺伟代表驻马店市
委市政府发言，他说：“豫酒振兴，驻酒
有责”，豫坡集团作为驻马店市白酒行
业的领头兵，要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加
大科技投入，加强创新，为豫酒振兴、
驻酒发展贡献力量！

豫 坡 选 好 粮 酱 意 好 浓 香
——豫坡集团酱意浓香型白酒风格研讨会举行

豫坡老基酒风格研究座谈会

豫坡集团酱意浓香型白酒酿造车间 豫坡老基酒酿酒原粮试验基地

“发现豫坡之美”系列报道之一·综合篇

亲爱的毕业生同学们：
你们好！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又是一年骊

歌奏起时。你们将带着学校的期盼和
祝福，怀揣梦想和抱负，奔向祖国四面
八方，开始人生新的征程。优秀的卧龙
学子们，你们不再是懵懂少年，你们已
经成长为有理想、有激情、有责任感的
热血青年，母校为你们的成长、成熟、成
才由衷地感到高兴和欣慰。

四年的大学光阴，弹指一挥间。这
几年，正值学校大发展时期，学校在办
学层次、办学实力、办学水平各方面迈
上了新台阶，我们正在为把学校建设成

“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区域高水平大学”
共同奋斗。

近年来，学校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
焦立德树人，加强政治引领，树牢“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持“两个维
护”，把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教
育大会精神与学校的奋斗目标结合起
来，在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上
下功夫，在顶层设计和内部管理上下
功夫，在人才培养突出以本为本上下
功夫，在重点工作任务上下功夫，不断
推进学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努力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学校 2015 年被
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文明单位”称
号，2016年被遴选为河南省示范性应
用技术类型本科院校，2017年获批为
硕士学位授予单位，2018年以优异成
绩通过审核评估，并荣获河南省高校
基层党建工作先进单位。连续三年学
校综合考核被省委确定为最高等次

“好”，实现了以党的建设高质量促进学
校事业发展高质量。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思想
政治工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
根。构建大思政格局，打造“三全育人”
体系，创新“卧龙学子”导航工程，形成
了一系列思政教育工作精品项目。学
校蝉联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连续三
年入围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两个项目获评全国最
佳“志愿服务项目”。“道德讲堂”入选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

实施“质量立校”战略，坚持“以本
为本”，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构建高层次应用型本科
人才培养高地，强力推进本科教育高品
质、高质量、内涵式发展。2018 年以
来，学校学生先后获得全国大学生数学
建模竞赛、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大赛等国
家级奖项 160余项，省级以上奖项 900
余项。每年有 700余名本科毕业生和
研究生考入国内外重点大学深造。毕
业生就业率稳定在92%以上，用人单位
满意度超过90%。

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加大人才引
培力度，师资队伍建设迈向新高度。牢
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
设立卧龙学者、特聘教授岗位，为优秀
人才干事创业、发挥才能创造良好条
件，打造以国家级百千万人才第一层次
人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
优秀教师等高层次专家为核心，以教
授、博士为骨干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实施“科研兴校”战略，坚持学科建

设龙头地位，学校升级发展成效显著。
专业布局不断优化，学科建设日趋完
善。学校现拥有河南省一级重点学科
3 个、二级重点学科 8 个，省部级平台
22个。近五年，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
116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293项。学校
位列“2018年全球自然指数排行榜”全
国高校第 114位，全省高校第 4位，连
续3年位居河南省前列。

这些都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是
我们南阳师院人的骄傲。你们见证了
母校的变化和发展，也积极为学校更好
更快地发展贡献了力量，感谢你们对学
校的热爱与支持！

在你们整装待发之际，还有一些叮
咛和嘱托。

一是坚定信仰，胸怀理想。“立志而
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同学们作
为肩负着民族复兴重任的“强国一代”，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不断升华自己的人生理
想，以民族复兴为己任，以国家呼唤为

己任，以社会需要为己任，做有家国情
怀的新时代奋斗者、建设者。希望同学
们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
把个人命运同祖国、民族命运紧密相
连，将个人成长与国家民族前进同心同
向，使个人事业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之中，脚踏实地，奋斗不止，在

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
出彩人生。

二是与时俱进，终身学习。“非学无
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学习使人进
步，使人适应不断发展的世界。工作
后，你会逐步发现大学学习生活只是人
生的很小一部分，在校获得的知识不能
解决你面临的所有问题。面对充满挑
战和竞争的社会，要想取得成功，唯有
与时俱进，用学习克服本领恐慌，才能
直面竞争，适应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
步，最终成就事业。你们正处于人生的

“拔节孕穗期”，在青春岁月博观约取，
才能在人生旅程中厚积薄发。

三是踏实做事，诚信做人。“诚者，
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信既
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人生态度。当你
们走入纷繁复杂的社会，会面对复杂多
变的人性，会看见各种各样的现象，会
听见此起彼伏的声音，你们可能会一时
迷茫，希望你们在内心为自己、为社会
坚守一份诚信，“人无信而不立”，真诚
的态度会使你的人生走得更顺畅、更坦
荡。

四是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凿井
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人
生挫折无处不在，面对困难，只要你们
坚定理想，坚守信念，朝着正确人生目
标奋勇前行，坚韧不拔，始终如一，就一
定能够战胜困难，赢得辉煌和未来。

总之，希望你们在未来的道路上，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实现人生

价值的基本遵循，把坚持学习和丰富知
识作为人生进步的重要阶梯，把提高人
文素养和实践能力作为成长成才的必
由之路，把感恩他人和奉献社会作为不
懈追求的优良品德，始终怀揣家国情
怀，与时代同行同向，用“爱国、励志、求
真、力行”八字箴言，为青春背书，为梦
想护航，向未来致敬，成为一个有责任、
有担当、有追求、有勇气的人，在大有作
为的时代奋发有为，谱写无愧于青春、
无愧于时代的激昂乐章！

数年学海泛舟，今朝志在四方。优
秀的卧龙学子们，你们即将走出校门，
带着“今日我以母校为荣，明日母校以
我为荣”的责任和动力，带着对未来事
业的无限憧憬，开始全新的生活。你们
是母校永远的牵挂，不管你们走得多
远，不管你们离开多久，母校都是永远
为你们敞开怀抱的家，等待你们在追梦
路上乘风破浪、勇创佳绩。希望你们继
续以使命精神自省，以创新精神自强，
以工匠精神自立，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
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书写人生华章，
在新的岗位上继往开来、书写新的辉
煌！

祝大家前程似锦，捷报频传！

万千学子出卧龙

学校卧龙众创空间获批为国家级众创空间逸夫教学楼

党委书记 黄荣杰
院 长 卢志文

南阳师范学院

2019年5月29日

数载苦读志存高远 一朝飞翔海阔天空
——致南阳师范学院2019届毕业生的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