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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工艺，创新豫坡风格

建厂 60多年，豫坡人始终把质量
放在第一位，尤其注重学习其他先进
企业的技术和工艺，内外兼收为己所
用。上世纪 80年代初，时任厂长刘武
昌就曾带队远赴茅台学习，并且在那
里一待就是 3个多月，回来后即把学
习到的茅台酿酒工艺和技术运用到了
豫坡酒的生产中，不仅提高了产品质
量，还形成了豫坡酒自己的风格特点。

1991年 11月 4日，中国科学院院
士、国务院经济技术顾问、中国微生物
研究所原名誉所长、国内著名酿酒专家
秦含章，莅临豫坡酒厂参观调研，在品
评了豫坡酒后，从地域特色、窖池特色、
酿造工艺、产品口感等方面进行了点
评，并欣然挥笔写下：甘水老王坡，人工
泥池墙，双轮成醪底，酱意兼浓香。

“甘水老王坡”，指的是老王坡地
下水水质优良，为酿酒提供了一流的
水源和环境。“人工泥池墙”，指的是豫
坡集团酿酒基地的窖池，窖泥全部由
人工严格按照原料配比手工制作而
成，并且窖龄均在 30年以上。“双轮成
醪底”，指的是豫坡老基酒采用的双
轮底发酵，其实质是延长了发酵期，好
处有二：一是增强了酯化时间，酯类物
质增多；二是底部糟醅与窖泥接触时
间更长，有利于香味物质的生成与积
累，酒质更高。一言以蔽之，双轮底发
酵生产的酒酸和酯含量高、香气正、糟
香味大，能增强基础酒的浓香、糟香，

提高酒体的丰满度。“酱意兼浓香”，指
的是在借鉴了茅台酒的酿造工艺后，
豫坡酒酒体所呈现出来的酱香、浓香
兼而有之的独特口感。

在秦含章先生的指导下，豫坡人
找到了明晰的产品定位和发展方向。

科研助力，夯实豫坡品质

近年来，随着国内消费升级，人们
对高品质白酒的需求日益增强，豫坡
集团也在不断通过加大科研创新提升

产品品质，打造中高端白酒产品。
公司在省科技厅和省酒业协会支

持下，先后投资建成了“河南省固态酿
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河南省酒业
协会豫坡老基酒风格研究中心”两个省
级科研中心。在入驻专家们的指导帮
助下，“豫坡田园酒新工艺技术研究”

“53度豫坡老基酒新工艺研究”等酿酒
新工艺技术不断取得突破，为研发更高
品质的老基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随着酿造技

术的不断进步，公司产品得到消费者
的一致好评。尤其是在绿色原粮、绿
色酿造以及 26年绿色食品标志的加
持下，豫坡老基酒先后获得河南名牌、
河南老字号、驻马店市市长质量奖、河
南省十大名酒、河南文化名酒、第二十
一届全国农洽会金奖等荣誉。天之基
老基酒还连续荣获第十七、十八届、十
九届全国绿博会金奖，成为豫酒唯一，
豫坡集团也成为豫酒品质创新的典范。

产品升级，打造老基大单品

目前，豫坡集团已形成了以“地、
和、天、人”为核心的老基酒产品矩阵，
其中，“地之基”采用 10年酒龄的基酒
勾调而成，定位于一款专门为社会成
功人士打造的定制酒。“和之基”采用
15年酒龄的基酒勾调而成，定位于一
款为白领阶层打造的白酒产品。“天之
基”采用 20年酒龄的基酒勾调而成，
定位于一款为智慧与尊贵人士打造的
白酒产品。“人之基”采用 50年酒龄的

基酒勾调而成，是一款定位高端的形
象产品。随着市场变化，公司还推出
了青春小酒——基酒哥、基酒嫂等。

据豫坡集团董事长张建设介绍，本
次研讨会上推出的酱意浓香型风格老
基酒，是响应消费升级需求，利用两个
省级科研平台和一个博士后实践创新
基地，在省级、国家级专家的指导下，经
多次工艺提升、技术创新打造而成的，
是对原有老基酒产品的全面升级。

河南省酒业协会总工程师兼豫坡
老基酒风格研究中心主任赵书民带领
专家组对产品进行品评后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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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未来豫坡集团将围绕老基
酒天之基、人之基两个高端品牌，进行
酱意浓香型产品的研发，打造属于驻
马店人的高端白酒品牌。当然，新品
究竟有多好，还得等到 9月份上市方
能见分晓。

消费升级，豫坡在行动！
5月底，“豫酒振兴·驻酒行动”豫

坡集团酱意浓香型白酒风格研讨会在
驻马店市西平县举行。据悉，这是在
当前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豫坡集团
从技术、品质、品牌入手，对豫坡老基
酒最大的一次产品升级举措，有望弥
补驻马店地产高端酒的空白。

酱意浓香老基酒 豫酒创新典范
“发现豫坡之美”系列报道之五·产品篇

▲豫坡老基酒人之基系列产品图
◀豫坡老基酒风格研究推进会现场

□本报记者 朱西岭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 实习生 周
玉琴）“在全国范围内，大家吃的韭菜，
每 10 棵就有 2 棵是来自我们培育的

‘久星’品种。”6月 26日，在平顶山园
艺科学研究所占地 200亩的“韭菜科
技园”内，“久星”首席育种专家马金海
教授自豪地告诉记者，在韭菜育种领
域，已经形成了“世界看中国、中国看
平顶山”的格局。

经过两代人 40多年的育种实践，
这里连续攻克了“高产、抗病虫害、优
质”三道技术难关，共育成4大类28个
品种的“久星”韭菜系列品牌，品种数
量、类型、新品种繁育面积、推广网点
数量等均居全国第一位……据平顶山
市科协副主席程成介绍，小小的韭菜，
已经成为平顶山市一项特色科技品
牌。

上世纪 70年代，“久星”主攻“高
产关”。“大多数韭菜的生长期为六七
个月，亩产每年八九千公斤。我们培
育的久星 1号抗寒性强，生长期达 12
个月，亩产可达1.1万公斤。”马金海介
绍，如今的“久星”系列开发了极抗寒、
不休眠、浅休眠、深休眠 4 大类型品
种，让人们一年到头都可以吃到新鲜
韭菜。

上世纪 90年代，“久星”主攻“抗

病关”。“过去，为了消灭韭菜生长的大
敌——地蛆，农民不得不往韭菜根部
打农药，容易导致农药残留过量。”马
金海教授带领团队育成的抗病虫害品
种久星 16号、18 号、25 号，有效遏制
了地蛆、灰霉病等大面积发生，并建立
了严格的生产追溯系统，确保每一棵
菜、每一粒种子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2000年以来，“久星”人又开始进
军“优质关”。“通过航天育种、辐射育
种等新技术，我们先后培育出了久星
10号、18号、23号等优质、抗病、高产
新品种，其含有的维生素C、钙、磷、铁
等营养元素较普通品种高10%以上。”
马金海表示，研究所已经同中国农业
大学、江南大学等深度合作，研发“韭
菜精油”“韭菜汁”“韭菜酒”“韭菜色
素”“韭菜挂面”等系列健康食品，打造
韭菜精深加工产业。

好品质带来好收益。“韭菜市场价
通常在每斤 1元以内，我们的品种可
以卖到2至 5元。农民种我们的品种，
每亩可增加收益约 1000元。”马金海
算了一笔账：目前全国 31个省份韭菜
种植面积达 600万亩，“久星”系列品
种的种植面积占 20%以上，保守估计
每年可为国家增加经济效益约 12亿
元。③6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6 月 27 日，
由许昌市德威科技公司生产的700个镁
合金汽车轮毂启运德国，它们是为大众
高尔夫GTI汽车“量身定制”的。

此次出口欧洲的镁合金汽车轮毂，
是德威科技依靠新材料、新技术自主研
发的产品，标志着中国制造的镁合金汽
车轮毂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此前，为
大众、宝马、奔驰等知名车企提供轮毂设
计、生产的德国奔驰设计公司，与德威科
技达成合作意向，签订了总额上亿元的
镁合金轮毂订单。

德国名企为何相中德威科技？一方
面，德威科技拥有目前中国唯一的“镁合
金轮毂最短一次正反挤压锻造工艺流程”
专利，生产的镁合金轮毂比普通轮毂重量
轻1/3，可大大降低废气排放量和燃油成
本；另一方面，他们生产的镁合金汽车轮
毂已通过中国国家轿车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检测和德国TUV认证，历时近一年严
酷的野外破坏性实测后结果均为优良。

德威科技总经理孙中垚表示，公司将
加快创新步伐，争做全球汽车装备行业的
高端供应商。③4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 通讯员 马甲
恒）企业参与公共资源交易能否像网购
一样便捷？漯河市的答案是：能。6月
24日，该市新建的“远程不见面”开标系
统在工程监理项目招投标中率先投用，
受到多方好评。

当天一早，招标代理机构中咨宏祥
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专员李远航
像往常一样来到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开标室。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天的开
标是在网上进行。8时许，李远航打开
电脑，登录系统。8时 30分，不见面开
标正式开始。经过竞标、评标等程序，河
南正源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中标，进
入公示阶段。

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工程建设
交易科副科长常春介绍，过去，交易中心
每个窗口都排着长队，投标方带着厚厚
一摞纸质招标文件等候办理，大大小小
的开标室里都坐满了人。如今，只需一
台电脑、一张桌子、几把凳子，就能满足
开标要求。全国各地的企业都可以通过
网络参与，就像网购一样方便。

据介绍，漯河市的公共资源交易“远
程不见面”开标工作将从工程监理陆续
扩展到施工、勘察、设计等领域，力争一
年内全部实现不见面开标。③4

“许昌造”镁合金轮毂
进军欧洲市场

漯河

公共资源交易
“不见面”开标

贡献了五分之一的韭菜品种，每年为国家增加
经济效益约12亿元

平顶山：“小”韭菜成就“大”品牌

照护宝宝各地出招

明确了全日制、半日

制托育机构建设标

准，明确要求房屋建

筑由婴幼儿活动用

房、服务用房、附属用

房三部分组成③4

《关于推动 3岁以下婴幼儿照

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

三项主要任务：

●落实产假制度，加强对婴幼

儿照护支持

●推动并支持用人单位开展婴

幼儿照护服务

●大力推进母婴室建设

对 托 育 机 构 在 选

址、功能、供餐等方

面制定要求，理顺

了 营 利 性 托 育 机

构、非营利性托育

机构和免费福利性

托育点的申办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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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6月 24日，中建钢构驻马
店国际会展中心主体工程施
工现场，3000余名工人奋战在
建设一线，确保工程如期完
工。今年 9月，第 22届中国农
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
将启用新场馆——驻马店国
际会展中心，将极大提升展会
的规模、层次和我省对外开放
形象。⑨6

冲刺进行时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影报道

◀紧张施工 ▲鸟瞰场馆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记者 6月 26
日从郑州市获悉：年度最大的面向各大
高校应往届毕业生的专场招聘会将于 7
月 6、7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届
时进场招聘企业近 500家，预计将吸引
数万名应往届高校毕业生求职。

进入盛夏招聘季，省会郑州着力为
返乡大学生等高校学子搭建就业平台，
吸引他们归来就业创业。除应往届毕业
生专场招聘会外，7月份郑州市人才市场
还将在郑州人才大厦陆续推出多场招聘
会，分别是：7月2日，郑州市营销人才专
场招聘会；7月 9日，大中专毕业生专场
招聘会；7月16日，“归乡学子回家就业”
大中专毕业生专场招聘会；7月23日，机
械制造、电子电气行业专场招聘会；7月
30日，郑州市营销人才专场招聘会。③4

今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促进 3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
梳理各部门职责并提出，到
2020年，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
策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初
步建立。

日前，省总工会也印发文
件，就“落实产假制度，加强对
婴幼儿照护支持”“推动并支
持用人单位开展婴幼儿照护
服务”“大力推进母婴室建设”
提出要求，鼓励用人单位为职
工提供福利性婴幼儿照护服
务。

“0—3 岁 婴 幼 儿 照 护 服
务是广大家庭和谐幸福的需
求，要坚持‘家庭为主，托育
补充’。”省政协委员、安阳市
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
马艳君说，要开展公益的家
庭早教知识普及，尤其是要
组织专家团队，定期深入乡
村，推广科学育儿观念；规范
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
服务机构，鼓励企事业单位
自办福利性托幼机构，依托
高校和社区实现普惠托幼机
构高质量发展；提高营利性
婴 幼 儿 照 护 服 务 机 构 的 门
槛；探索试行与婴幼儿照护
服务配套衔接的育儿假、产
休假，满足群众期待。③4

一边是家庭需求旺盛 一边是机制尚未健全

宝宝托育服务咋破题
台账民生

□本报记者 周晓荷 王平

二孩妈妈张晴最近压力有些大：产假
即将结束的她，不得不面对新生宝宝由谁
照护的难题。“双方父母年龄都大了，照顾
大宝已经够累了，交给保姆又不放心。”张
晴说。

6月 27日，记者走访了解到，张晴所面
临的，是诸多双职工家庭所面临的尴尬：多
数幼儿园只接收 3岁以上儿童，托育机构
又游走于监管的灰色地带，妈妈们在家庭
和事业间徘徊，隔代抚养又容易引发银发
族“两地分居”等问题……一边是需求旺
盛，一边是供给短缺，婴幼儿“无所依托”的
困境，应该如何破题？

婴幼儿照护成双职工家庭“心病”需
求

加强家庭教育
发展普惠托幼

建
议

6月 26日下午，58岁的王红霞一
手牵着 5岁的孙子，一手推着一岁半
的孙女，匆匆从菜市场往家里赶。由
于儿子儿媳工作忙，两个孩子就全由
王红霞一人照看。身体疲劳且不说，
最让她放心不下的是几百公里外的丈
夫：“他还没有退休，一个人待在老家，
一两个月才能见一次。”

在郑州市金水区某小区，记者随
机采访的十余名年轻家长无一例外地
表示，未上幼儿园的孩子由父母照
看。“保姆工资连年上涨，一般家庭难
以负担，我身边还有一些优秀女性被

迫中断了事业，做了全职妈妈。”许女
士说，从休完产假到孩子入园的两年
半时间，由谁来带孩子是很棘手的问
题。

国家卫健委的一份调研数据显
示，大城市 3岁以下婴幼儿在各类托
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 4.1%，未入托育
机构的主要原因是“附近没有接收 3
岁以下孩子的托育机构”；而“孩子谁
来带”的难题，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双
职工家庭的“生育意愿”，60.7%的“一
孩”母亲因为“没人看孩子”而不愿生
育“二孩”。

记者采访了解到，上世纪 80 年
代，作为 3岁前儿童集体保教机构的
托儿所遍地开花，进入新世纪，此类机
构开始锐减。目前社会力量开始关注
这一需求，一批托育机构出现。

在郑州一家开设在居民楼的托育
机构里，孩子正在老师的带领下玩游
戏。“最小的孩子只有1岁 4个月，最大
的 3岁，多来自双职工家庭。我们根
据孩子年龄设计开发了音乐、美术、运
动等一系列游戏课程，一个月收费在
2500 元左右。”负责人白女士介绍。
记者发现，家长对此类托育机构较为

认同，但整体上，它们的场地、卫生、消
防等略显简陋，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目前我国和我省有关婴幼儿托
育机构的准入标准和管理细则尚未出
台，社会力量举办托育机构存在诸多困
难。”郑州一家托育机构负责人张先生
坦言，他们注册时没有婴幼儿托育这一
项，只能以“教育咨询”的名义办证。没
有标准，只能参照国内外幼儿园管理的
标准进行，目前即使有相对完善的课
程、师资等，也是“名不正言不顺”，“家
长需求旺盛，我们战战兢兢，急盼‘转
正’，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细则缺位，托育机构在灰色地带游走市
场

郑州

下月多场招聘会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