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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高粱沐秋光
一坛秀穗吐陶香

——2022仰韶酒业集团高粱文化节举办

高粱岁丰，黄河映红。9月 15日，“黄河南岸 高粱红了——2022仰韶酒

业集团高粱文化节”在河南渑池隆重举办。本次活动采取线下参与、线上“云”

观礼的形式进行。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渑池县委、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等领

导、专家，河南仰韶酒业集团主要负责人，洛阳和渑池两地摄影家协会、书法家

协会、诗词学会、美术家协会等单位嘉宾，及主流媒体人员近百人出席活动，共

襄文化盛会，共探陶香之旅。

□赵力文 刘毓歌

仰韶虔诚敬天地
扛鼎百亿启新程

仰韶酒庄·黄河南岸万亩高粱种植基
地，主要作为特级高粱品种种植示范区以及
仰韶酒业专用高粱供给田。近年来，通过吸
纳农民务工，向游客提供农耕体验等服务，
助力渑池乡村振兴。长期以来，仰韶酒业发
展 得 到 了 社 会 各 行 各 业 的 高 度 关 注 与 支
持。参加此次活动的嘉宾对仰韶未来发展
寄予厚望。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王志勇提
出，河南渑池所在的黄河南岸气候湿润、土地
肥沃，可以说是极其适宜高粱生长的宝地。
仰韶万亩高粱基地的“红缨子”高粱品种，淀
粉含量高，脂肪和蛋白质含量均衡，十分契合
陶融香型白酒的风格特色，必当会酿造出甘
甜醇厚的美酒。希望仰韶酒业集团准确把握
时代发展脉搏，抢抓一切有利机遇，乘势而
上，进一步开发利用好仰韶彩陶文化和高粱
资源，做大做强自身产业，为河南经济强省建
设作出积极贡献。

渑池县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刘军伟表
示，近年来，渑池县充分依托世界美酒特色产
区的区位优势和生态优势，全力支持仰韶酒
业扩大产能、升级品质、拓展市场、做强品
牌。仰韶酒业不负众望，为渑池的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为豫酒的高质量转型
发展开辟了崭新天地。仰韶酒庄的“一庄五
园”，更是探索实践出了一条酒文旅融合发展
的特色道路，也全面展现了仰韶酒业集团的
品质文化和品牌魅力。

万亩高粱沃野
尽展匠心之艺

秋高气爽丰收望，高粱红遍农家忙。仰
韶酒业邀请各界艺术爱好者走进仰韶酒庄·

黄河南岸万亩高粱种植基地，采风创作，于万
亩高粱沃野，尽展匠心之艺。

在活动现场，面对如诗如画的田野风光，
摄影家协会代表高均海表示，高粱红遍天的
自然风光，是大自然的佳作，自成一派，是摄
影爱好者十分热衷的场景，应以作品致敬自
然风光；身居仰韶万亩高粱基地，书法家协会
代表雷建峰认为，高粱红，新粮香，秋风鸟语，
在这样的环境中创作书法，更能触发创作灵
感。一展才情，共品仰韶佳酿，他们在活动现
场与网友共同见证文化节盛况。

以新岁之红粱
祈社稷之和顺安康

仰韶红粱，立业之本。
祭粱大典有礼呈新粱、敬颂上香、诵读祭

文、敬天祈福、开镰仪式五部分。活动现场，
仰韶酒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侯建光带领
祭粱大典参礼嘉宾，将“沃土、新粱、美酒”呈
出，聚宝添筹。他带领参礼嘉宾依次净手静
心以示虔诚，敬畏天地。其后，侯建光诵读祭
文，敬天祈福，以新岁红粱，感天地恩泽，祈基
业昌隆，愿社稷安康。

通过传统礼仪感恩天、地、粮，敬献美酒，
表达对大自然的敬畏，对技艺传承、产品品质
的不懈追求。

在文化节上，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
物研究所特色杂粮研究室主任李君霞进行了
分享，她从“黄河南岸高粱的产区优势、高粱
在仰韶酿酒中的重要作用、仰韶原粮的管控
和筛选标准及仰韶高粱文化节的意义”等角
度，深度剖析仰韶酒业如何依托其不可复制
的地理环境、生态环境资源优势和高产能、高
储量、高品质的产区特点，实现陶融香酒的高
品质酿造。

以匠心致敬“粱心”
以恒心成就品质

文化节旨在向广大消费者展示仰韶陶融
香型美酒酿造过程中的生态理念，传递仰韶
酒业的“大国工匠”精神，仰韶酒业坚守“一生
只为酿一瓶好酒”的使命，始终严格把控酿酒
专用粮的遴选标准，严格遵循天时酿造，以拳
拳匠心表达对陶融香美酒酿造的品质追求。

“希望各位嘉宾能够共同感受仰韶酒业
传承仰韶文化的初心、生态酿造的恒心以及
追求高品质的匠心。”侯建光表示。

仰韶高粱种植基地位于黄河中下游，是
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自古以来
便有适宜粮食生长的气候条件。仰韶以匠心
致敬“粱心”，举办 2022仰韶酒业集团高粱文
化节，依托于仰韶的品质自信。品质自信源
于数千年从未间断的酿酒传统，更源于仰韶
对原粮的高品质追求。善酿者精选沃土，遵
循自然之道，以初心为犁，以恒心耕耘，以匠
心灌溉，使品质结成硕果。

心之所向，不惧道远；脚下有路，行稳致
远。

9 月 16 日，侯建光荣获“全国优秀企业
家”称号，这是社会对仰韶酒业多年发展的
认可，也是对豫酒发展的肯定。仰韶酒业集
团在去年实现营收 30 亿元后，今年制定了
50 亿元销售收入目标和“十四五”实现百亿
的战略目标，通过营销创新、技术创新、数字
管理，打造智慧仰韶，站位白酒一线赛道，彰
显文化自信、品牌自信、品质自信，从而带动
豫酒振兴。

各界人士参加2022仰韶酒业集团高粱文化节。

黄河臂弯崛新城
天鹅湖畔产业兴

——三门峡经济开发区
探索开发区改革创新路径纪实

作为全省首批29家开发区改革创新试点，三门峡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

“经开区”），迎来了生命中最繁盛的时光。创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三门峡经济

开发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三门峡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先行者。

近年来，经开区在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下，在三门峡建强省际区域中心城

市、锚定“两个确保”的新征程中谋新篇、开新局、立新功，蹚出了一条改革创新的

路子。

□青青

改体制 内生动力大爆发

改革出活力，改革促发展。从三年前开始，
一场悄然的改革在黄河岸边经开区展开，改革后
的经开区机构精简，运转高效，利民便企，为创新
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得到省市领导及相关部门
的肯定。

“三门峡经济开发区当时面向全国招聘人
才，要求有丰富的工作经历和相关专业技能，我
喜欢相对灵活的机制，就大胆报名了。”经开区党
政办宣教科主管邵宗波说，他原来是外地市的一
名公务员，去年通过竞聘来到经开区。

经开区在体制机制上大胆改革，组建三门峡
经济开发区投资发展集团公司，面向全国公开招
聘高层次人才26名，建立起一支“懂管理、会经
营”的专业化管理团队。

随着人员活力激发，新变化、新气象逐渐显
现，河南布科思机器人有限公司年产近2万台机
器人项目22天签约、100天投产，德国卫士药业
17天签约；中科芯集成电路与新材料应用产业
园项目去年入驻投产，“三门峡芯”诞生；“婚旅之
都”产业基地项目相继实施……一批新产业、新
业态项目纷纷落户经开区，为三门峡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动力。

三个一 牵住营商环境的牛鼻子

邢磊是中科芯时代的首席服务官。他刚刚
为中科芯的安阳籍职工的两个孩子办理了入学
事宜。

为了加快项目建设速度，经开区相关领导亲
自到市里协调，最终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审
批权下放到经开区。不动产证办理查询打印，都
一一争取到经开区，并且创下经开速度。

8月中下旬，三门峡疫情严重，经开区在防
疫的同时，积极协调，中科微测不但没有停工，产
值还提升了30%。

中科微测是一家从事高端芯片产品研发、
生产、销售的企业，液氮是芯片生产必不可少
的材料。8月 31日，该企业的一辆液氮供货车
辆无法进市，经开区科技创新部与相关部门积
极沟通并一路引导，顺利将液氮运输到企业。

中科芯时代在疫情防控期间产值提升是
经开区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一平
台、一件事、一专员”，“云端经开”贴心服务，不
断刷新经开速度。

好的营商环境催生重点项目加速推进。赛
诺维东区搬迁，创新科技大厦商户入驻过半；经
开区科技创新产业园项目开工；中电建健康医疗
基地项目已通过实地验收，并取得医疗器械经营
许可证。

勇创新 新兴产业上规模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经开区作
为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坚持
在未来产业上前瞻布局，在新兴产业上抢滩占
先，做优做强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制药及科技
创新等特色产业园区，着力补链延链强链，现
在已经拥有机器人产业园、高端集成电路产业
园、生物制药产业园等。

据介绍，投资3000万元的中科芯二期陶瓷
封装线项目、总投资3亿元的年产5万套中科国
微军用电源模块项目正加紧建设，穿山甲机器人
等一批项目正在强力推进，积极谋划构建技加工
中心和雷达传感研究中心等配套产业机构，力争
将经开区打造成为中部地区规模最大、产线品类
最为齐全的专业机器人产业园区。

像一艘乘风破浪的大船正待远航，站在青龙
涧河南岸，看到经开区的创新科技大厦，造型现
代，气势磅礴。

“现在大厦招商过半，已经有中科芯时代、
布科思机器人等十几家创新型企业入驻。还
有许多科技企业前来咨询。”9月 19日，经开区
运营管理部工作人员张迪告诉笔者。大楼后
面拔地而起的咖啡色居民楼里，有100套专家
公寓，专门为经开区引进的科技人才安置一个
温馨的家。

在经开区东区，机器人产业园内不断有车来
来往，工宇机器人订单不断；布科思公司，一批消
杀机器人正发往北京、广东和四川等地。

除了智能机器人，中科芯时代集成电路与
新材料应用产业示范园顺利实现投产，一举填
补了三门峡高可靠集成电路制造的产业空白。

这是一片创新创业的沃土，一项项成果
“加速转化”，驱动高质量发展驶入“快车道”。

2021 年，经开区科技支出占比 3.4％、规
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覆盖率 87.5％等科技创
新关键指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列全市各县
（市、区）首位。全区新认定瞪羚企业、“专精特
新”企业3家，现有高新技术企业17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 21家。市级以上创新平台 36个，其
中，院士工作站 2个，柔性引进院士团队 2个，
省级平台达19个。

据了解，截至上半年，经开区实施的23个
省市重点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 18.06亿元，占
年度计划的 44.1%。“芯”“心”相印，“人”“汽”
可期，经开区正朝着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的路上
奔跑。

融产城 宜居宜游起新城

9月 19日，位于三门峡黄河之滨的摩安娜
艺术中心，一对年轻人举行着一场韩式婚礼，梦
幻的水晶宫殿印证他们纯洁美好的爱情。

三门峡婚旅之都基地正是经开区践行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贯彻省委

“打造文旅精品工程”要求的具体体现。
沿河而生，水波潋滟，这边风景独好，有独

特的天鹅资源，经开区充分利用三门峡生态资
源“底气”和摄影文化“底蕴”，加速实施了“婚
旅之都”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摄影、商业、饮食
业等产业链。以人为本，在“产、城、人”之间形
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让人们真正享受到有价
值的工作和有品质的生活。

今后，经开区将继续坚持“创新为上、项目
为王”，加快建强经开区主平台，通过不断延链
补链强链，拉长新能源汽车及生物医药全产业
链条，着力培育和壮大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
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以文旅商综合体为
支撑的新型城市消费功能引领区，以优异的成
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仰韶酒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侯建光诵
读祭文。

仰韶酒酿造车间现场。

本栏图片由仰韶酒业提供

蓬勃发展的三门峡经开区科技创新产业园正在成为科创新高地。张朝峰 摄

开发区“智造”布科思防疫机器人助力北
京冬奥会。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