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益求精铸趵突泉名酒品质
——— 访济南趵突泉酿酒有限公司董事长邢介平

记者：趵突泉近些年的
发展有目共睹，特别是过硬
的质量赢得了消费者的认
可。作为掌门人您能否介绍
一下趵突泉在保证产品质量
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邢介平：质量是生命，
是企业发展的基础，也是企
业经久不衰的动力保障。趵
突泉始终坚持踏踏实实做产
品，尽一切努力保质量的生
产宗旨，最终靠高品质的产
品建立起自己的核心竞争优
势，在长达十七年的时间
里，白酒销量稳坐济南市场
第一。

要生产出一流的产品，
需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和高
起点的产品质量控制标准体
系。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建立
了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
科学的质量管理控制体系，
从原料采购、验收入库，入
池发酵、勾兑和灌装生产到
半成品、成品检验检测全过
程形成了系统化的控制体
系，把“一流的企业定标
准”落到实处，规范完备了
企业内部标准，并得到国家
标准管理委员会的认可，成
为全国白酒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芝麻香型白酒分技术委员
会的秘书处承担单位。

好产品需要高科技护航
保障。趵突泉酿酒公司在业
内率先采用生化培养和微生
物发酵麸曲技术、白酒冷冻
过滤技术等，不断扩大储酒
规模，今年，公司又投入重
金从美国引进三套国际顶尖
的检测设备——— 高效液相色
谱仪、气相质谱仪和原子吸
收光谱仪，这些高科技设备

不仅从根本上保障了白酒品
质的安全，还具有全面的科
研能力，为公司开发新产品
和加快芝麻香研究标准的制
订奠定了硬件基础。同时，
趵突泉拥有国家级评酒员4
人、济南市首席技师3人、
省级首席技师3人、省级评
酒员10人及多名酿酒师在内
的技术专家队伍。公司技术
中心为“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白酒酿制技艺为“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正是趵突泉始终重视产
品质量的生产理念支撑，高
科技的检测和研究设备保
障，众多人才软实力的护
航，以及严格生产的管理制
度，才让趵突泉走上了千家
万户的餐桌，走进了消费者
的心中，得到社会和相关机
构的认可，公司连续多年获
得“山东省消费者满意单
位”称号，被评为“山东省
诚信企业”。

记者：作为鲁酒领军企
业趵突泉酿酒有限公司对于
走出山东、谋篇全国实现鲁
酒振兴做了哪些工作？

邢介平：鲁酒要实现全
国布局必须有过硬的品牌作
支撑，这恰恰是鲁酒目前的
短板所在。要想获得长足发
展，必须打自己的品牌。

回顾趵突泉二十年发展
之路，我把它分为三个阶
段：1995年之前为第一阶
段，“交足提留吃饱饭，怎
么赚钱怎么干”；第二阶段
自1996年至1998年，企业逐
渐稳定，开始走向正规发展
之路；1999年至今为第三阶
段，公司早在1998年就提出

“三个转变”，即“低档酒
向高档酒转变、低价位向高
价位转变、速度型向效益型
转变”，从1999年开始公司
正式践行着这“三个转
变”，自此，趵突泉实现了
通向鲁酒领军角色的华丽转
身。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
前我公司推出市场的白酒均
价在40元/瓶左右，远远高
于省内和国内平均价格。由
低档酒转而发展中高档酒，
一方面摆脱了低档酒利润低
迷的局面，公司实现了全员
劳动生产率、人均利税率、
资产贡献率、工业成本费用
利税率、销售利税率全省最
高。另一方面提高了产品形
象和地位，增加了公司利
润，缓解了因生产要素成本
上涨带来的压力，使公司抵

抗风险的能力更强。
没有品牌，企业就没有

灵魂；没有品牌，企业就失
去生命力。品牌是企业的名
片，是企业巨大的隐形资
产。自从1992年“趵突泉”
商标注册以来，“趵突泉”
三个字就烙印进每一个趵突
泉人的心中，并为趵突泉的
品牌建设而努力。经过近二
十年的不懈努力，“趵突
泉”商标及产品相继获得
“中国驰名商标”、“中华
老字号”等诸多荣誉，趵突
泉白酒业已成为代表济南城
市和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

记者：芝麻香已经成了
鲁酒的一张名片，对于芝麻
香的发展特别是在市场推广
方面趵突泉功不可没，作为
芝麻香标委会秘书处承担企

业，今后还将在芝麻香发展
上做哪些工作？

邢介平：自上个世纪80
年代，趵突泉就开始了芝麻
香研制之路，历经20多年潜
心研究和探索，终于将其
推向国标香型的高度，成
为高档鲁酒的身份标志。
趵突泉芝麻香型白酒尚未
推向市场的时候，就收到
了白酒界多位权威专家的
高度评价，特别是2004年
在江苏省洋河酒厂召开的
苏、鲁、豫、皖四省白酒
峰会上，趵突泉芝麻香受
到了17名国家级白酒评委
的一致好评。白酒界泰斗
沈怡方老先生高度评价
“趵突泉”称：“20多年
以来这是全国最好的芝麻
香型白酒。”其中，最早

开发出的技术成熟、质量
稳定的 5 4度趵突泉芝麻
香，其品质典雅高贵，芝
麻香突出，幽雅细腻，口
味醇厚丰满，诸味协调而
舒适，回味悠长而留香持
久，具有芝麻香酒的典型
风格，是白酒中的特色极
品，堪称“中华一绝”。

54度趵突泉芝麻香在
2005年1月18日以单瓶1580
元的“天价”发布，引起白
酒市场空前震动，也迅速得
到市场认可。至今为止，香
型馥郁、高贵典雅的54度趵
突泉芝麻香一直被公认为是
芝麻香的典型代表。在2009
年9月12日山东省政府和中
国轻工业联合会主办的芝麻
香型白酒发展论坛上，趵突
泉酿酒公司被授予了“中国
芝麻香型白酒领军企业”称
号。2010年12月份全国白酒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芝麻香型
白酒分技术委员会在济南成
立，秘书处设在了趵突泉公
司。趵突泉真正成为芝麻香型
白酒的旗手、行业的翘楚。

今年12月芝麻香秘书处
年度会议将在美丽的泉城济
南召开，各会员单位将对今
年芝麻香型白酒相关工作在
进行总结的同时，也将进一
步研究制定芝麻香型白酒原
料、工艺等相关标准。芝麻
香型白酒将完美糅合清、
浓、酱三种香型，幽雅细
腻、高贵典雅，备受消费者
喜爱。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芝麻香必将成为鲁酒
进军全国市场的利器，对鲁
酒振兴起到不可估量的作
用。

天地缘酒业:缘结四海 喜传天下
天然洞藏、麦饭石水质酿天地缘美酒

山东天地缘酒业有限公
司位于齐鲁名城——— 邹平县
西董镇工业园区，现有员工
600余人，其中国家级品酒师4
名，省评委品酒师4名，高级
专业人员9人，中级专业技术
人员18人，拥有专业酿酒车
间16000平方米，园林景观
15000平方米，固态发酵池890
个，酿酒用水采用地下180米
深的麦饭石矿泉水，工艺考
究、无污染。生产车间、更衣
室、存储库房等设施全部按照
国家标准建设，灌装设备为先
进的全封闭电脑数控定量灌
装流水线，日装箱能力80000
箱；总贮酒量10000余吨，其中
洞藏6000余吨。公司自成立以
来，先后获得“重合同守信用
企业”称号，被评为“光彩之
星”、“消费者满意单位”、“诚
信民营企业”，多年被金融部
门认定为“AAA级信用企业”
等荣誉称号，企业通过了
ISO9001：2008国家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和ISO14001:2000国
家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其注
册商标“天地缘”先后被认
定为山东省著名商标、中国
驰名商标。6万吨粮食酒生产
基地项目是山东天地缘酒业
有限公司为了满足市场需求
的新建项目。该项目整体设计
纯粮固态发酵池3600个及相关
的科研、仓储、灌装等配套设
施，年生产能力6万吨，将成为
山东最大的芝麻清香型优质
白酒生产基地，洞藏总储酒量
10000余吨，是江北最大的白
酒洞藏基地。项目建成后可支
撑25个亿的销售收入，山东天
地缘酒业有限公司将成为山
东白酒行业的领先企业。

天地缘酒业公司坐落
于雪花山下、黛溪河畔，
依山傍水，环境宜人。乾
隆年间，皇太子看重此处
三面环山，一面绕水之景
色，而建太子苑于此(旧址
尚存)，幽居宝地，诗词做
赋；当时太子苑中掘有太
子井一眼，水质清澈，人
喝之井水，百病不得，延
年益寿，周围村中百岁老
人很多。天地缘酒业坐落
于原太子苑旧址，后来经
过技术人员多次的探索，
得知此处地下蕴藏着丰富
的麦饭石矿藏，由此成就
的麦饭石水质解开了此井
水被看作“神井”、“神
水”的奥秘。俗话说水为酒
之血，天地缘酒业公司正采
用此井水作为酿酒用水，物
华天宝、人杰地灵，成就了
天地缘酒业作为山东省白
酒行业的新锐力量。

天地缘洞藏美酒，传
承鲁酒古法酿造工艺，储
酒采用洞穴藏酒之方，采
万年秀山之灵气，汲奇洞
古岩之精华，承洞神佑
护，天然陈酿，造化莫
测，静默老熟，堪称绝世
佳酿。

洞藏美酒

惊世绝艳

天然洞藏是天地缘储
酒的一大特色。得天独厚
的地理位置使得天地缘酒

日久弥香。
天地缘洞藏酒选择于

兹仙山天缘洞、地缘洞、
人合洞作为洞藏基地，这
其中的绝妙之处在于洞内
恒温恒湿，原酒自然老熟
生香。于兹仙山地缘洞内
全年温度恒定在 1 6℃左
右，湿度变动恒定，温
度、湿度终年保持恒定，
具备了“天然冷湿库”的
特点。恒定的冷湿库保证
了原酒在洞中各项理化反
应的进行，促进原酒的老
熟。

“姜为老辣，酒乃陈
香”，“洞中方一日，洞
外已数载”，两句看似不
相干的谚语却道破了贮酒
的玄机。洞内空气洁净，
微生物种群丰富，有利于
人体健康。地缘洞洞内的
空气在洞内岩石间循环运
动，几乎不含灰尘和细
菌。洞内的温度、湿度和
负氧离子含量构成了与世
隔绝的洁净环境。洞中多
年储酒，促使周围洞壁生
长了大量酒苔，繁殖延续
千万年的特种微生物伴着
缭绕的地气与酒体本身的
飘香自然天成，酒香弥散
在整个洞中。

储酒器具采用陶坛盛
装，密封储存，传统工艺
是洞藏原酒的本色。陶坛
储酒作为中国几千年的传
统工艺，其优点是保持酒
质，不产生异杂味，并能

溶解出一定的金属元素，
促进酒体的成熟与稳定。
坛壁的微细毛孔，具有一
定的通气性，可以让原酒
透气通风，适当的微通氧
能力对原酒的老熟具有促
进的作用，又有利于低沸
点物质的挥发，从而促进
了原酒的老熟生香。

地缘洞洞藏美酒正是
得益于山洞的优良环境作
为藏酒的基础，在恒温恒
湿的条件下，新酿火气褪
尽，历经由阴转阳，再由
阳转阴，循环往复，以致
烈性内敛。数载后开坛出
关，已是酒体丰满醇厚，
绵软爽口，味正香浓的酒
中上品，这种绝无仅有、
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造
就了“洞藏美酒”香味协
调、酒体醇厚、绵甜柔
顺、回味悠长的特点。也
使得天地缘酒具有“不上
头、不刺喉、不伤胃”之
三大特色，所以一杯天地
缘酒入喉，饮者既有“灵
窍顿开”之感，又能体会
“宝洞客来风送醉，举觞
人去路留香”之意境。天
地缘洞藏美酒一经面世便
赢得了“古洞玄藏、天之
神酿、玉液琼浆、惊世绝
艳之美誉。

麦饭石水

保障美酒品质

麦饭石，俗称雪花

石，是我国应用最早的一
种传统天然矿物药石。其
健身祛病的保健功能在我
国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医
药大师李时珍在所著的
《本草纲目》中记载：
“此石握聚一团麦饭，有
粒点如豆如米，其色黄
白，名为麦饭石，其药性
甘温无毒，主治一切痈疽
发背，无不灵验。” 麦
饭石经浸泡后，在水中能
溶出40余种有益于健康的
常量和微量元素及稀土元
素。例如：钾、钠、钙、
镁、磷常量元素和锰、
锌、铁、硒、铜、锶、
碘、氟、偏硅酸等十八种
微量元素，溶出的元素具
有生物活性，极易被吸
收，是一种全面完整的无
机营养源。

麦饭石可以改善水
质，能强烈吸附水体中的
重金属元素和氯气等有害
物质，促进生长发育，促
进细胞再生，促进细胞内
能量的转换，增强抗病免
疫能力，增强心血管弹
性，防治动脉硬化，调节
新陈代谢，增进血液循
环，加强毛细血管扩张，
抗疲劳。提高肝、肾、脾
机能，增强解毒能力，有
利尿、健胃、保肝、健肾
等功效。

经山东省地质矿产
局第一地质大队麦饭石
化验室得出，天地缘酒

业所在地雪花山下麦饭
石方圆达6 0 0 0余亩，储
存量达一亿余吨，比重
2 . 60-2 . 66，硬度5-6，
其外观亮丽，经长时间
自然风化，岩质易变成
公质多孔性物质，形成
具有强力吸附性、在水
中易溶出微量物质元素
的特性。靠山吃山，靠
水吃水。随着麦饭石的
发现，天地缘酒业联合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及中
国海洋大学等多所高等
院校联合对麦饭石做了
大量的分析，并利用麦
饭石水质作为酿造用水。
俗话说水为酒之血，天地
缘酒业正是以此为依据，
经过多次的探索和摸索，
结合精湛的酿酒工艺，使
酿造的原酒在一定程度上
具有更为优雅细腻之感，
将酿造好的原酒经公司内
洞藏基地的科学合理的储
存之后，口感更为醇厚、
细腻协调。经过技术人员
更为科学合理的勾调后，
酒质再次经过麦饭石处
理，可以使酒中的杂醇
油、醛等物质得到一定程
度的吸附，提高了酒质的
质量，并改善了酒的风
味。天地缘酒业在淡雅浓
香型白酒的项目研究上结
合麦饭石的优点，成功推
出了淡雅浓香型系列白
酒，并得到市场上的一
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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