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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玻璃市场通常呈现“一冷一热”：一边
是玻璃日用品销售情况清淡，一边则是建筑玻
璃需求火热。

不过，8月10日，记者来到主营玻璃日用品
的重庆星源玻璃器皿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星
源玻璃”），却看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生产
车间里，12工位全自动压机正在批量生产果汁
杯；另一边，玻璃技师们手持吹筒，吹制出曲线
玲珑的花瓶、醒酒器等。包装车间里，光亮剔透
的玻璃白酒杯堆成了一座座小山，工人们正在
有条不紊地贴标签、装礼盒。

星源玻璃为啥能逆势而动？“玻璃日用品虽
然遇冷，酒业却在走高。”该公司副总经理周正
介绍，仅8月，星源玻璃就接到了来自重庆江小
白等几家酒企的订单。工人们正在包装的白酒
杯，正是有“国酒”之称的茅台酒专用赠品杯。
这样的白酒杯，星源玻璃每年要向茅台集团供
货3000万个以上。

星源玻璃凭啥得到茅台这样的大牌酒企青
睐？周正说：“秘密在于我们20多年来始终坚
持独辟蹊径。”

战同行
自主研发晶质玻璃，挖来第一桶金

星源玻璃诞生于1993年，前身为合川玻璃
器皿厂。那时，他们雄心勃勃，想要在市场化大
潮中做个“弄潮儿”。但“弄潮儿”并不好当——
星源玻璃所处的合川区清平镇素有生产玻璃的
传统，大大小小的玻璃企业有几十家。星源玻
璃要想闯出一片天，首先得过镇上的同行关。

星源玻璃选择了独辟蹊径。
当时，镇上的同类企业主要生产玻璃仪器，

为企业、院所等供货。而星源玻璃却注意到，随
着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水涨船高，对于
玻璃杯、烟灰缸、花瓶等日用玻璃制品的需求迅
速增长。此外，茅台、五粮液、郎酒等著名酒业
也多在西南地区“扎根”。

于是，星源玻璃成了清平镇上第一家主营
玻璃日用品的企业。然而，这还只是他们“突
围”的第一步。

“玻璃日用品有一个‘硬指标’——健康！”

周正介绍，过去，为增加玻璃的透明度，使产品
看起来更清澈闪亮，部分玻璃工厂会在玻璃原
料中添加铅等重金属。这样制出来的玻璃产品
虽然好看，长期使用却有害健康。如果能开发
出一种兼具美观和健康的玻璃材料，一定能打

开销路。
想法虽好，如何实现？这没有难倒星源玻

璃。原来，成立之初，星源玻璃就从北碚玻璃器
皿厂“挖”来了技术人才。

提到北碚玻璃器皿厂，重庆人一定不陌生

——它曾是重庆轻工业的“五朵金花”之一，也
曾是全国玻璃行业的排头兵。

有人才在手，1994年，星源玻璃开始自主
研发晶质玻璃。这种玻璃又名水晶玻璃，外观
类似水晶，清澈透明，折光度好。用它制作的
产品看起来格外“高大上”。不仅如此，晶质玻
璃还不含重金属，而是添加硅、氧化钾、氧化钡
等无害化学物质，再加上独有的“秘方”熔炼而
成。

1997年，晶质玻璃问世，得到了行业内外
的高度肯定。其研制技术也获得了1997年的
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星源玻璃闯市场最大
的“王牌”就此诞生。

靠着这项令客户和消费者放心的技术，星
源玻璃在西南地区酒类包材市场迅速扩张。
2000年，星源玻璃年产值达到2500万元。

闯市场
价低质优赢得大牌青睐

如果说独特的发展思路和自主研发的健康
材料为星源玻璃赢得了最初的宝贵机会，那么，
星源玻璃闯过第二关——市场关，靠的就是价
低质优的“硬功夫”了。

上世纪90年代末，星源玻璃在贸易中发
现，同等质量的玻璃产品，自家的价格往往只有
国外产品的一半甚至更低。这让星源玻璃信心
倍增——价格优势和健康材料，不就是与国内
酒业大牌们谈合作的底气？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1年，一位中间人把
星源玻璃引荐给了贵州茅台集团。不出意料，
茅台查验样品后，向星源玻璃下了第一批订单，
订做装在茅台酒礼盒内的赠品酒杯。

但与此同时，茅台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每个
赠品酒杯必须做到玻璃内无气泡、杯口无毛刺、
杯身通透光滑、茅台标志清晰端正。简而言之，
无论是看、拿、喝，酒杯都不能有一点瑕疵。

此前，星源玻璃的产品虽然也力求质优，但
还不至于如此严格。很快，“茅台杯”的标准，也
成了星源玻璃自家的产品标准。为确保质量，
星源玻璃还专门制定了一条措施：对不合格品
当场销毁，并成了雷打不动的传统。

据粗略估计，星源玻璃每年要销毁不合格
产品10万件以上，价值数十万元。

曾有人心疼地提出，能不能把不合格的产
品打折销售，或者发给员工拿回家用。

“不行！不砸杯子，就是砸牌子。”公司管理
层一致认为，产品质量必须“斗硬”，不合格就不
能给任何人用。

这种狠劲赢得了市场的认可。随着星源玻
璃与茅台开展合作，五粮液、郎酒等酒业大牌的
大门也纷纷向他们敞开。放眼西南地区，如今星
源玻璃一家就占据了酒类包材市场30%以上的
份额，在酒类包材领域的年产值超过6000万元。

持久战
传统工艺与品牌打造并进

打开市场，与大牌合作，一系列战绩让星源
玻璃乘势而起。

2008年，星源玻璃产品获得“重庆市名牌
产品”称号。2011年至今，旗下“星源”“银雪”
多次获得“重庆市著名商标”称号。2012年，星
源玻璃跻身合川区纳税50强。2016年，企业
年产值达到1.2亿元。

但在星源玻璃看来，难关还没有闯完。
“老是和竞争对手打价格战，不是长久之

计。”周正说，近年来，玻璃行业普遍面对产能过
剩、低端产品过多的难题。连已上市的安徽德
力等玻璃巨头，都在积极探索转型。

那么，星源玻璃打算怎么办？
周正并没正面回答，而是把记者带到了样

品陈列室。近千种形状各异的玻璃器皿层层叠
叠排开，位于正中间的，是一组美丽的套色刻花
玻璃瓶。瓶身上几种不同的颜色互相交织，精
心雕琢的玻璃瓶身犹如浮雕，十分典雅。

“套色玻璃工艺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时期，
也是玻璃行业最有代表性的传统工艺之一。”周
正告诉我们，制作套色玻璃器皿，要趁玻璃瓶胎
尚未冷却成形时，在表面满套其它颜色的玻璃
材料，之后用琢玉的方法在表层上镂刻出花纹
和形状，整个过程只能由经验丰富的匠人手工
完成。

而在星源玻璃，就有精通这门工艺的老匠
人。为了传承传统工艺，星源玻璃特意聘请近
10位玻璃工艺大师及经验丰富的老工匠作为
顾问，带徒授艺，指导生产。如今，车间最优秀
的一线工人中，不乏得到他们“真传”的徒弟。

“发扬传统工艺，就能做到‘人无我有’。”周
正说，套色玻璃器皿虽然需求不如日用品多，却
件件是精品，市场价格很高。同时，根据市场调
研情况，星源玻璃也准备精简产品门类，将原本
的10多个门类、上千种产品逐步减少，走优势
聚集的发展道路。

周正透露，下一步，星源玻璃还准备向“中
国名牌产品”发起冲击，将品牌的影响力进一步
扩大，争取在3－5年跻身玻璃行业领军企业之
列。

星源玻璃：独辟蹊径闯出全球市场
本报记者 申晓佳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
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
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
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
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这是唐朝诗人李白写的田园诗《下终南山

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记录的是诗人去终南山
造访一位隐士的过程。但记者近日在永川茶
山竹海景区打探发现，在茶山竹海也能感受到
诗中意境。

茶山竹海其实是一座“隐山”

茶山竹海的出名，缘于《十面埋伏》。2003
年，张艺谋在拍摄电影《十面埋伏》时，将茶山
竹海作为国内唯一的外景地，刘德华、章子怡、
金城武在漫山竹海中打斗的场景让人印象深
刻。

茶山竹海景区共有3万亩连片茶园，5万
亩浩瀚竹海，行走其间，遮天翠竹时有云雾缭
绕，带着湿润空气的竹子气息扑面而来，确有

“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的意境。
但鲜为人知的是，茶山竹海原本就是一座

“隐山”。
据介绍，茶山竹海原名“箕山”，由古代三

国蜀汉丞相诸葛亮赐名，曾有“天下第一隐山”
美称，为历代文人墨客、权贵政要游历隐没之
地。当年，诸葛亮途经此处，留下“君子之行
也，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
宁静无以致远，此乃天赐修身之地矣。”的名
句。

不知道现在的茶山竹海还有没有隐士，但
游客却能在山中体验到寻访隐士的乐趣。因
茶山竹海开发较早，观景步道建得也多，常常
能通行至林海深处。通过这些步道，可一步步
登上山巅。茶山竹海的最高峰是海拔1025米
的薄刀岭，山峦如锯齿，岭脊似薄刀，登高望
远，朝看红日东升金光一跃而出，暮观落日熔
金霞光万道，令人心旷神怡。

对于喜欢古迹的游客来说，茶山竹海也是
一个好去处：景区内儒、道、佛三教文化遗风犹
存，古墓、山寨、寺庙、道观等遗迹众多。

随处都能感受到的茶竹风情

茶山竹海景区，景如其名，随处都能感受
到茶竹文化、茶竹风情。

在景区里，茶山与竹海相互交融，蔚为壮
观。其中，连片的茶园有桂山茶园、青龙茶园、
大山坪茶园，它们如环似阵，层层叠叠。连片
的竹海有犀牛竹海、金盆竹海、扇子湾竹海、白
云湾竹海、大岚垭竹海等六处竹海，这里竹浓、
茶绿、林茂、草盛，四时皆成风景。

山上大大小小的农家乐共有20多家，它
们提供的特色佳肴大多与茶竹有关：茶水豆
花、茶山竹鸡、茶膳水饺、竹海一家人、鲜笋炒
老腊肉、三鲜竹荪蛋、干笋炖鸡、竹鞭酒……让
人眼花缭乱。

对于想买点旅游商品回家的游客，景区可
供销售的茶叶、茶酒、竹制品、干制食品等样样
俱全，其中，光“永川秀芽”就有十几种，游客花
几十元就能买一包优质茶叶。另外还有竹水
果篮、竹面具、竹包、竹碗等竹制品，以及大脚
菌、竹荪蛋、竹胎盘、竹燕窝、冬笋片、猴头菇等

林产品。
景区的中华茶艺山庄还专门建有一栋茶

楼，古香古色，常有茶艺表演，适合爱茶人士在
这里慢慢品茶。

最受欢迎的避暑景区之一

8月15日，重庆移动发布“2017年避暑大
数据报告”显示，今年在重庆本地人最喜爱的
10个重庆避暑景区和外地人最喜爱的重庆10
大避暑景区中，永川茶山竹海分别排名第三位
和第四位。

业内人士认为，茶山竹海能如此受欢迎，

良好的区位交通条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茶山竹海景区距永川城区仅2公里，从重

庆主城到茶山竹海，无论是自驾还是乘高铁都
非常方便。永川客运中心开设有前往茶山竹
海的旅游专线，票价只需6元一人，打出租车
也非常方便。

今年6月，茶山竹海还在山脚的植物园处
开通了换乘服务中心，普通散客在山上可随时
下车、见车即可再上而不重复收费。所以，到
了山上，客人可以想走就走、想停就停。

因此，茶山竹海很适合上班族周末前往短
住一两天，既可有充足的时间爬山欣赏美景，
又便于返回城区，既玩得尽兴，又不影响上班。

本报讯 （记者 韩毅）8月23日，记者从
南川区旅游局获悉，在这个避暑季里，该区凭借
丰富的避暑旅游产品和多元化、多样性的玩法，
仅两个月就接待游客28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11.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和14%。

南川坐拥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景区
金佛山，最高峰海拔2238米，夏季平均气温
17℃左右，负氧离子含量达到每立方米10万
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高山气候条

件造就了这个“天然氧吧”。
近年来，依托金佛山和神龙峡两大旅游地

标，该区瞄准避暑旅游的市场需求，进行避暑
旅游的线路“扩容”和精品打造。山王坪、三
泉、德隆、金山等高山乡镇的避暑景区景点应
运而生。如山王坪喀斯特生态公园内，有10

万亩原始森林，空气清新，星空澄澈，近一周平
均气温19℃，已成重庆近郊最受车友喜爱的避
暑自驾露营地和云海日出观赏地，每个周末上
千顶帐篷在林间“遍地开花”，避暑游客在
3000人以上；三泉镇窑湾村，清凉怡人，蝉鸣
蛙叫，可体验“悠然见南山”般的悠闲乡居生

活，在整个避暑季也是车流如梭，或自驾露营，
或长住农家，人气火爆。

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南川更以
独具特色的品牌旅游活动吸引市民纷至沓
来。金佛山星空露营季，利用全息三维秀、手
绘荧光画、立体3D画等打造出一个梦幻景区，
以及神龙峡耍水创意摄影活动、木凉镇山地自
行车赛、黎香湖钓鱼比赛等，周周有精彩，月月
有看点。

南川两个月喜迎287万“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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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片

重庆星源玻璃器皿有限责任公司，建于1993年，前身为合川星源玻璃器皿厂，1994年更名
为重庆星源玻璃器皿厂。2007年4月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产品远销欧洲、非洲、美洲、中东、
东南亚等。与茅台、五粮液、郎酒等酒业名牌及新加坡航空公司、泰国航空公司、中国国际航空
公司等开展合作。其产品西南地区酒类包件（赠品杯、配件杯）占市场份额30%以上，是西部地
区规模最大的玻璃日用品企业。

■曾获荣誉

1997年，凭借自主研发晶质玻璃技术，获得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2008年至今，自主生
产的水杯等产品多次获得“重庆市名牌产品”称号。2011年至今，旗下品牌“星源”“银雪”获“重
庆市著名商标”。多次获得市级“重合同守诚信企业”“诚信纳税企业”等称号。2012年跻身合
川工业企业纳税50强。

■品牌感悟

品牌就是战斗力。只有打响了品牌，维护好品牌，才能赢得消费者的口碑与市场的认可。
也只有靠品牌的力量，才能和更多的竞争对手抗衡。为此，绝对不能将就，要始终把产品做到
尽善尽美。

星源玻璃生产线，工人正仔细检查产品质量。 记者 郑宇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艺）天然甘甜、无污染的蜂
蜜，对城里的市民来说，可谓“一蜜难求”；但在巫溪
县神农架西坡牧场，有着质量绝佳的蜂蜜，却苦于
没有销路。8月22日，阿里巴巴农村淘宝提出农产
品直供直销新链路模式，并将打造一系列“纯净产
地”品牌，让巫溪高山牧场终于迎来了与城市消费
者的第一次“甜蜜”接触。

据了解，巫溪高山牧场面积达9万亩，2300米
到2500米的海拔让该牧场几乎与世隔绝，牧场内
只有一户人家，常年散养着秦岭黄牛、野山羊和藏
香猪。更珍贵的是，最古老的蜂种中华蜂也常年栖
息在这里，酿造最天然的蜂蜜。然而，由于缺乏渠
道，该牧场农产品一直难以进入市场。

“该牧场属于山地平原，人迹罕至，既符合纯净
无污染的要求，也比山地更利于产品扩容，非常适
合直供直销新链路模式。”农村淘宝工作人员介绍。

据了解，农产品直供直销新链路模式，是通过
对种植、仓储、物流、销售，以及大数据反哺的全流
程进行整合，让农产品有更高的供应标准和品质。
其中，包括通过对“农品生产者”的溯源，从源头规
范农品种植、采收标准，推进对高品质农品的“保鲜
直供”。

基于此，农村淘宝与该牧场已签订协议，将
共同打造“云端牧场”品牌。而双方签约后打造
的首款农产品，就是“云端牧场”蜂蜜。

“巫溪县‘云端牧场’，是农村淘宝打造‘纯净产
地’品牌的首个项目，也是农村淘宝启动‘淘乡甜’
地标品牌保护计划的开端。”阿里乡村事业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

农村电商开启直供直销

巫溪高山蜂蜜
将“进城”

绿竹入幽径绿竹入幽径 青萝青萝拂行衣拂行衣

在永在永川茶山竹海川茶山竹海
感受感受

茶茶竹风情竹风情

自驾：重庆出发走成渝高速公路在永川互通下，经重庆水电校上箕山路，可直达薄刀岭
山下。

乘车：重庆北站乘成渝高铁到永川东站下，然后在永川城区环南车站或者客运中心
乘公交车503路，直达竹海红灯笼景区。

主城到茶山竹海怎么走？

本报记者 周雨

通讯员 杨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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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牧场”的首款农产品——蜂蜜。
（农村淘宝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