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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

江记酒庄是江小白酒业旗下的高
粱酒酿造基地，位于中国小曲清香高
粱酒的主要产区江津白沙镇，这里也
是重庆小曲酒的发源地。

江记酒庄相关负责人称，在产业
集群和渝酒振兴的探索中，要坚持“做
强品质，做大品牌”的双品战略，“为了
提升 20%的品质，我们愿意付出
200%的成本”。

江记酒庄总占地面积760亩，业
务涵盖灌装酿造、生物技术研发、酿造
蒸馏等内容。其中，以生态酿酒、储酒
及相关生产环节的建设为主的三期项
目，最值得期待。三期项目正式投产
后，江记酒庄的产能有望在原来的基
础上实现倍增。

酒业相关人士分析，从目前渝酒
企业发展规模推算，江记酒庄有望成
为重庆最大的高粱酒酿造基地，也将

提升白沙小曲清香酒产区的影响
力。

除了基础设施投资的增

加，在酿酒技术和产品研发方面，江记
酒庄也在不断进行探索和创新。

在人才配置上，江记酒庄组建了
一支包括4位国家级白酒评委、9位国
家注册高级品酒师、8位国家注册高级
酿酒师为代表的专家队伍，达到了国
内一线名酒企业的综合配置和技术储
备的水平。酿酒团队在传承传统固态
发酵高粱酒工艺的基础上，不断改良
革新，提香去杂，让重庆高粱酒更加纯
粹、甜净、顺口。

近期，江记酒庄推出了一款“江记
高粱酒手工精酿壹号”，该产品正是由
江记酒庄三位国家级白酒评委李俊、
伍燚和刘中利带领团队酿造的，也是
致敬白沙镇的百年酿酒匠心精神。

据悉，“江记高粱酒手工精酿壹
号”的所有原酒在陶坛酒库存储年份
不低于3年，装瓶后再熟成3年，目标
消费群为鉴赏家群体，市场少有流通，
具备低调神秘感，限量发行。

今年7月，江记酒庄获得了“重庆

市第一批数字化车间”、“重庆市消费
品工业重点培育品牌”认证，这也是行
业对其酿酒技术与酒体降度等方面的
认可。

一直以来，江记酒庄都在坚持走
轻口味、利口化和国际化的口感路线，

其系列产品柔和利口的特点，也正好
与国际烈酒口感评价体系接轨。今年
7月，国际葡萄酒暨烈酒大赛（IWSC）
官网公布了2019年度全球获奖名单，
江记酒庄选送产品共斩获12项大奖，
是今年获奖数量最多的中国酒企。

“双品”战略驱动 助力渝酒振兴

重庆拥有3000多年的酿酒历史，
但渝酒的影响力还有待提升。来自重
庆市经信委食品工业处的数据显示，
2017 年重庆全市规模以上白酒企业
产值仅50亿元。整个重庆本地市场，
川酒、黔酒等市外白酒占了9成以上。

2017 年四川白酒产值达到 2470
亿元，产业总体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
一；同年贵州的白酒产值也突破 900
亿元，其实现的利润约占全国白酒产
业利润总额的35%。

渝酒振兴成为时代命题。
在实现行业和产区振兴，打造产

区品牌的过程中，渝酒企业需要要团
结一致、共同做好做强，形成合力，以
共同体的状态打开更大的天地。

今年 6 月，在重庆市酒类流通商
会举办的一届十一次理事会（扩大）

会议上，江记酒庄负责人表示，在振
兴渝酒的探索中，全球酒类市场有
一个最大的特点，即往往产区能作
为一个非常好的背书，比如苏格兰、
波 尔 多 、中 国 的 宜 宾 和 茅 台 镇 产
区。因此，希望渝酒市场共同体所
有成员能够一起做好酒、做好品牌，
用大格局做大产区品牌。“酒行业一
定是丰富多彩的，目前最大的酒企
也不过 10%的市场份额。整个渝酒
经济共同体，有机会在本地市场提
高份额，也有机会在全国市场提高
份额。”

产区的发展需要优势企业起到带
头作用。江记酒庄作为江小白酒业全
产业链的关键一环，其与核心规划面积
达5000亩、辐射面积超过10万亩的江
记农庄，以及未来占地1300亩的江小白

酒业集中产业园等形成合力后，将在重
庆白沙古镇打造出一个中国清香型白
酒全产业链的产区业态。

中国酒业协会常务理事吕咸逊
称，江记酒庄产能的扩大，可以推动白
沙镇朝着中国酒特色产区迈进。同时
他也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江记酒庄的
发展带动了渝酒在全国乃至国际市场
的发展。

近年来，除了渝酒，豫酒、滇酒等
产区都提出了振兴战略，整个中国白
酒行业正在走向复兴。中国白酒行业
在洋酒“入侵”的当下，再一次以包容、
开放、团结的心态，共同面对着更大的
市场。

日前，由重庆市酒类管理协

会联合重报智库举办的“重庆酒业

诚信品牌及杰出酒企推介活动”已进入尾

声。经过近两个月的实地走访调查，江记酒庄

获得了专家评审组的高度评价：在振兴渝酒、构

建重庆酒业经济共同体的探索中，树立了渝酒品牌

的培育典范，为渝酒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了解，本次推选活动由重庆市酒类管理协会

专家、资深媒体代表在全市酒类行业内筛选推

介。在评定标准方面，重庆市酒类管理协会副

秘书长高怀昌表示，获奖酒企具备良好的

品牌信誉，同时深受市场认可，具有

较大经济发展成就。

■延伸阅读》》

振兴渝酒，抱团打开更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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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记酒庄 为了20%的品质提升 可以付出200%的成本

云阳是中国土家族祖先的聚居
之地，当时的土家人善于酿酒。秦
昭襄王时，此地的酒被认为是酒中
极品，唐代时受到诗人杜甫的称赞，
一时闻名遐迩，成为款待上等嘉宾
不可或缺的“文化酒”。这款古老渝
酒现名为“杜公酒”。

拨闷诗流芳百世，杜公酒
香飘千年

“诗比淮南似小山，酒名曲米出
云安”——黄庭坚《和答孙不愚见
赠》中“云安”即云阳县，文人墨客钟
爱这里的曲米春酒。

杜甫在公元765年从忠州顺江
而下,忠州刺史一家的招待不热情，
令杜甫十分郁闷，在《拨闷》诗中写
到对曲米春酒的向往：“闻道云安曲
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乘舟取醉
非难事，下峡消愁定几巡。”

曲米春酒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闻
名华夏的巴乡清酒。到上世纪80
年代中叶，为纪念诗人杜甫，“曲米
春酒”改名为“杜公酒”。这个酒历
史渊源深厚，有着“三峡第一酒”的
美誉，是云阳一张知名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片。

杜公酒窖香浓郁，口感醇甜，酒
体丰满，诸味协调，回味余长，保持
着传统的风味，在原料选配、酿造工
艺上与巴乡清、曲米春一脉相承。

杜公酒面市以来，畅销三峡、东
北、西北、鄂、沪等地区，深受20多
个省、市、自治区执杯者喜爱和好
评。诗人魏传统，在品尝了云阳杜
公酒，挥笔为此酒写下一副楹联：

“拨闷诗流芳百世，杜公酒香飘千
年”。

今人古酒，不解情缘

杜公酒是传统工艺与现代工业
跨越千年的对话，也是古人和今人
情感的纽带。云阳杜公酒业负责人
余国银最早创业时，从云阳带了24

瓶杜公酒，南京厂家负责人喝后直
呼好酒，便同意批发给他60台黑白
电视机，才得到经商路上的“第一桶
金”。后来余国银从收集杜公酒瓶
到收集杜公诗词，越发地喜欢杜公
酒。

因为这强烈的情感因素，才有
后来以杜公酒商标遭遇危机时，余
国银不惜全部家当，危难之处显身
手的故事。2006年，云阳酒厂濒临
破产，“杜公酒”面临商标注销危
机。那时余国银在缅甸的农产品公
司刚开张，经营得风生水起，眼看即
将收回投资的1600万元本金，他却
毅然决然从缅甸撤回，将所有投资
进行转让，变现后风尘仆仆赶回故
乡，奔向杜公酒。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余国
银觉得杜公酒当年拉了他一把，有
恩于他，因此在杜公酒危难之时，他
下定决心，无论花多少钱、费多大
劲，都不能让杜公酒失传。

在“以酒富县、以酒利民、以酒
活企”的办厂宗旨下，余国银科学设
计布局，着力在“吸”“纳”“传”“承”四
个字上下功夫。“吸”老龙潭水系洁净
甘甜山泉之水，形成香醇甘甜、回味
悠长的浓香型曲酒风格；“纳”本地高
山生态高粱，90天在地下发酵池里
与一系列微量元素升温发酵，然后

通过蒸馏出酒，味道醇厚丰满；“传”
千年古法之方，聘请酿酒高师，从生
产操作中的一招一式到传统酿酒的
核心技术的创新，杜公酒都在保持
传统工艺的基础上顺应时代发展；

“承”天然洞藏之法，将新酿的酒通
过特制的3600平方米的地下恒温
酒窑储存两年后再罐装上市。

挖掘三峡酒文化历史内涵，重
振云阳杜公酒品牌雄风，这是余国
银的理想抱负。他说：“杜甫写下了
无数经典之作，这些文化是企业宝
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不辱使命，
把这些正能量传承下去，相信有着
300多年历史文化底蕴的中华诗圣
酒——杜公酒一定会飘香海内外。”

汪正炜 刘峣岐

图片由重庆杜公酒业有限公司提供

传统技艺对话现代工业
云阳杜公酒香飘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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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杜公酒业有限公司

杜公酒“四星”

荣昌卤鹅肉质细嫩，骨里透香；
直升酒香味纯正，绵甜爽净。直升
白酒下卤鹅，原汁原味，本分地道，
这是荣昌老百姓的生活日常。

渝西古酒 直升佳酿

直升酒悠久的历史，是它长久
扎根荣昌百姓生活的基础。据重
庆市荣昌区直升张氏家谱记载“明
初洪武年间，汤和大军入川灭夏
时，张氏步兵为御寒所酿“田炊酒”
后留驻该地酿酒，流传至今。”明清
时代更是兴旺，电视剧《填四川》中
就有“湖广填四川迁徙到荣昌祖师
店（今直升镇）之福建人氏酿酒为
生”的情节。

2006年渝西川东结合部的重
庆荣昌区直升镇内的酒厂就有八
家，酒厂扎堆挤在这个被称为“白
酒之乡”的小镇，无非就是因为那
天赐的优渥水土。

“直升镇的山泉水和土壤酸碱
度十分适合酿酒，没有工业污染。
当地更是盛产糯高粱，加上直升酒
业与当地农业合作社一起，对高粱
基地进行生物防治，白酒的优质从
原料就开始显现了。”荣昌直升酒业
负责人司永华介绍。

因此，荣昌也流传着这样一句
话：离开茅台镇就酿不出茅台酒，同
样，离开了直升镇也酿不出直升酒。

良心之作 助农增收

作为小曲清香型白酒古法酿造

的第21代传承人，直升酒业总经理
司永华用古法酿造将水土和原料的
优势发挥到极致。20年深耕细作，
将古代酿酒工艺9大流程（泡粮、蒸
粮、拌料、摊凉、下曲、入窖、起窖、蒸
馏、取酒和储存）的每一个环节延续
至今。这就是司永华的匠心，直升
酒的良心。

因此，“良心酒”也成为了直升
酒业多款主力产品中的亮点之一，
用司永华的话来讲就是“赚钱就要
脚踏实地，要做良心酒”。而正是
由于直升酒业对古法酿造技艺的
坚持，对环节品质的极致苛求，让
百姓对“良心酒”这个名字心服口
服。

要做酒，就要极致地做下去。
这是渝酒传承人司永华25年的信
念。目前，直升酒除了“老白干”、

“良心酒”等几款主力产品之外，还
有相继与荣昌的陶文化结合的“陶
宝·金白干”等各种档次的20多款
产品。

直升酒根植当地酒文化，盛于
老百姓口碑。直升酒业带给当地
的，不止是三餐口腹的快意，更是
帮助农民增收的心意。司永华有
10年政府工作经历，深知农民的
愿望。创立直升酒业后，他一直积
极支持当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帮助农民增收。

据了解，自2007年开始领办荣
昌县永华红高粱专业合作社以来，
直升酒业一直采用“龙头企业+专业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
初始阶段曾自费到贵州、宜宾等白
酒产区考察，后引进“泸糯8号”高粱
新品种，将种子免费发放给农户，并
按技术要求指导农民栽种。12年
来，每年高粱基地解决农村剩余劳
力80余人，白酒生产线解决农村剩
余劳力30余人，帮助农民增收3000
多万元。

汪正炜 刘峣岐

图片由重庆直升酒业有限公司提供

直升酒业 优渥水土酿出土酿出““良心好酒良心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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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42度良心酒 直升50度鸿运酒

高粱酒出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