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环经济，让泰山酒业“名利双收”
□泰山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西元

“泰山酒业”登场

最近，由国家工商总局和省、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并经公
司股东大会通过，公司将名称由

“山东泰山生力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为“泰山酒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随着主营业务———

“泰山牌”系列白酒在全国市场的
不断扩大，为进一步提高泰山品
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加快全国
化进程的步伐，也为了让消费者
更好地识别，企业经过慎重研究，
最终决定把公司名称改成“泰山
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泰山五岳独尊

年份酒上市

2011年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
开局之年，对我们泰山酒业来说
也是一个重要节点。2011年我们
的总基调是“调整结构，提升品
牌，持续、健康、较快发展”，在工
作上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

第一是转变高端产品的运作
模式，重点打造中高端产品。作
为公司目前的主导产品，泰山特
曲已经在省内外市场占有一席之
地，发展态势是好的。但是我们
也清楚地认识到，泰山特曲作为
中低档酒，只能解决公司的常规
发展，如果想实现跨越式的大发
展，非高端产品不能解决。为
此，公司联合浙江、广东、江苏
的三大战略合作伙伴，共同出资
成立了山东泰山五岳独尊酒业有
限公司。全新的泰山五岳独尊年
份酒将在本月底正式上市。我们
预计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把泰山
五岳独尊推向全国市场，成为有

竞争力的中高端品牌。
第二是携手航天，提升品

牌。航天是高科技、高端事物的
代名词，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标
志，而泰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
灵魂，两者有着很高的关联度。
在经过严格的审核、考察之后，
中国航天基金会最终在白酒行业
内选择了泰山，在年初的新闻发
布会上，正式授予泰山酒业集团
“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称
号，授予泰山五岳独尊酒为“中
国航天专用庆功酒”，泰山特曲
为“中国航天专用白酒”。泰山
酒业成为中国航天唯一的白酒合
作伙伴，泰山五岳独尊酒也成为
唯一的航天庆功白酒。

酿酒全身都是宝

为响应国家建立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倡导，我们
泰山酒业集团一直在努力探索。
我们以发酵工业产生的副产物综
合利用为突破口，以技术创新为

依托，利用科学的技术手段和先
进的生产工艺，实现了资源的变
废为宝和综合循环利用，取得了
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是利用酒糟生产蛋白饲
料。我们与山东农业大学、天津
科技大学联合进行攻关，最终解
决了酒糟的再利用问题。该项目
以丢糟为主要原料，采用固液发
酵相结合的生产工艺，自行筛
选、分离多株优良菌种，由传统
的单一菌种发酵改为多菌混合发
酵培养，充分降解丢糟中的纤维
素、半纤维素等动物不易吸收的
成分，使纤维素酶活力达到1000u
/g以上、蛋白质含量达到48%以
上。生产的生物酶蛋白饲料和复
合酶添加剂，对畜禽能起到防病
抗病、促消化等作用，同时降低
了饲料成本和有机物排泄量，减
轻了养殖业对环境的污染。目
前，公司在山东和四川邛崃建立
了两个蛋白饲料生产基地，年产
量达到10万吨，年增利润4000余
万元，产品供不应求。

二是彻底治理酿酒废水，实
现零排放。白酒企业既是水资源
的消耗大户，也是污染大户，因
此，酿酒废水的治理对白酒企业
来说至关重要。2006年，我们投
资一千余万元，在原有预处理设
施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改造和
深化处理。我们采用以国际上先
进的“UBF厌氧反应器+生物接
触氧化”为主体的三级污水处理
工艺,历时半年多的安装调试，使
COD达到50mg/l以下，彻底解决
了酿酒废水的污染问题，并做到
了节能与减排并举：一方面，废
水全部回用，达到零排放，处理
后的水全部用作冷却、初级洗
瓶、花草灌溉、锅炉用水等，实
现了水资源的良性循环；另一方
面，安装沼气发电装置，收集废
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沼气进行发
电，从而进一步延伸了产业链，
降低了治污成本。此举得到了社
会各界，尤其是行业内领导和专
家们的肯定。

三是利用黄水制取酯化液。
黄水和酒尾中含有丰富的香味成
分和有益微生物。但长期以来利
用率很低，既浪费了宝贵资源，
又污染了环境。针对这一难题，
我公司实施了《生化合成型复合
酿酒调酒液的研究应用》项目，
历时三年科技攻关，最终解决了
这一技术难题。该项目利用生物
酯化和生化合成机理，通过高温
高酸催化、蒸馏提纯等工艺，制
取合成型复合调酒液。目前，调
酒液已广泛应用于各种浓香型白
酒的勾调生产，以替代高级调味
酒，既增加了产品的协调感、固
态感，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该
项目可年产酯化液400吨，年增
效益300余万元，具有良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农大肥业一年能卖12亿

池皮是发酵池的覆盖层，也
是重要的酿酒副产物，内含大量
的有机质和丰富的微生物及其代
谢物，肥力和有效成分很高。以
前由于找不到利用途径，只能作
垃圾处理，非常可惜。自2002年
以来，我们与山农大科技肥业合
资，成立了山东农大肥业科技有
限公司，在生产有机肥料方面走
出了一条新路子。该企业为省级
高新技术企业，有多名高校教
授、专家加盟，技术力量雄厚，
目前“农大”商标已获得中国驰
名商标，产品已成为国家免检产
品。我们联合开展的《生物复合
肥的研究与开发》项目，经过了
省科技厅组织的鉴定，并获省经
贸委二等奖。我们以池皮和废糟
为主要原料，应用现代生物技
术，采用独特的发酵工艺混合培
养成高浓缩生物有机肥。该产品
内含有大量的有益微生物及丰富
的微生物代谢物，能够发挥多种
微生物的共同协调作用，既能均
衡、协调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刺激
根系生长，增加作物的产量，改善
作物品质，又能增强作物的免疫
力，提高抗病、抗旱、抗寒能力。为
满足需求，我们共同投资2亿元在
肥城建立了分厂，使产量增加到
40万吨，该项目年销售收入可达
到12亿元，年增利税2亿元。

除了以上几个项目之外，我
们还推行清洁生产，实施节能与
减排并举，发展生态养牛，进军
绿色产业等等，都取得了显著的
成绩，促进了整个企业的可持续
发展。

强化品牌建设

引领鲁酒发展

实现市场开拓步步为营，必
须具有个性化、差异化的策略，必
须具有个性化、差异化的产品。市
场实践中我们做到“人无我有，人
有我精，人精我快，人快我变”，以
产品的个性化、差异化塑造，有效
地开展市场竞争。

鲁酒的出路在于芝麻香。我
公司历经半个世纪首创的芝麻香
型白酒，是中国白酒史上的一次
创新突破，它在决定优质白酒生
产条件的工艺、气候、地理等重要
方面奠定了自身的独特优势，还带
动了全国芝麻香的研发步伐，这在
鲁酒发展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引
领意义。“芝麻香型白酒的研制”荣
获中国轻工业科技进步一等奖；

“芝麻香型白酒生产工艺”获第十
届山东省发明专利一等奖和第十
二届中国专利奖。其代表产品一品
景芝被国家商务部和中国酿酒工
业协会联合授予中国白酒芝麻香

型代表，被国家质检总局批准为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在“景阳
春”牌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后，最
近“景芝”牌又被国家工商总局认
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为使芝麻香形成产业化，我
们进军央视频道，高起点进行品
牌传播，导入先进的营销理念，对
产品结构进行整合优化升级，积
极探索新的动销模式和销售渠
道，全力推进品牌高端化、市场规
模化、区域板块化的“三化”策略。
从生产技术、包装设计、景酒文化
等方面深度挖掘，做精做强一品
景芝中、高档系列产品，增强品牌
含金量，“一品景芝”成功进入驻
港、驻澳部队，成为继茅台之后的
第二个专供酒。“一品景芝·尚品”
宣告“鲁酒千元时代”的到来，使

“芝麻香”成为鲁酒进军全国市场
的王牌。2010年，一品景芝芝麻香
占公司销售总额的30%。

强化品质保障

张扬鲁酒个性

“市场决定品牌，品牌源自品
质”是景芝酒业的品牌理念，也是
景芝酒业坚定不移的发展思路之
一。我们导入卓越绩效考核模式，
在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生产制
造、包装出厂、市场营销、售后服
务等环节全过程推广质量、环境、
安全、健康等国际通行管控体系，
建立起标准化、程序化的质量管
理平台，全面提升产品质量、工作
质量和服务质量。成功开发和运
用国内领先的智能化调配勾兑系
统，确保产品质量长期稳定提升。
通过多次参加全国白酒质量鉴评
活动表明，我公司产品质量均居
行业前列，特别是浓香型低度酒
和芝麻香型酒已成为鲁酒的优势
所在。2010年，与中科院成都生物
研究所联合，共同进行白酒“169
计划”攻关，成功试制功能型强化
大曲，包包曲和酱香曲质量明显
提升，浓香酒和芝麻香酒的出酒
率分别提高到33 . 11%和32 . 13 %，
一品景芝荣登全国质量抽检红榜
第一名和中国白酒最佳性价比产
品第一名，企业荣膺山东省质量

奖、山东省质量竞争力百强企业
和全国标准化良好行为AAAA级
企业。

同时，我们积极发挥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和芝麻香发酵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在我公司建立的优
势，加快科研攻关，改进酿酒工
艺，不断推陈出新，引领行业品牌
发展。为实现“人才兴企”和“科技
兴企”战略，建立完善科技人才

“引进、学习、交流、薪酬、考核、评
价”体系，在酿造、勾兑、微生物、
热能工程等核心技术岗位设立企
业技术带头人、技术骨干和基础
技术人员，薪酬与业绩挂钩，充分
调动了技术人员工作积极性和创
新能力，保证了芝麻香白酒在行
业中的领先地位。最新推出的“淡
雅芝香”白酒通过了国家技术鉴
定并成功上市，实现了企业的品
牌再造，有力的弥补了鲁酒缺乏
个性化品牌的局面。

科技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
为企业降耗增效、提升质量发挥
了重要作用，涌现出一批行业专家
和技术能手，连续两届荣登山东省
白酒评比技能大赛第一名。我公司
国家级评酒委员目前已达到6名，
成为业内为数不多的拥有国家级
评酒委员最多的企业之一。

加强文化建设

提升企业竞争软实力

文化建设作为企业发展的三
大支撑之一，我们积极挖掘景芝
5000年的历史文化，丰富鲁酒文化
内涵，建设的独具特色的仿汉代
风格的“酒之城”，成为国家AAA
级旅游景区，成为“酒城文化游”
的重要亮点。景芝酒文化研究会
成立，以及《景芝峰》厂刊等一系
列文化书籍的编纂，为传承文化、

推介品牌搭建了良好平台，也为
构筑中国北方生态酿酒第一镇提
供文化支撑。

我们还将“好客山东”文化与
企业品牌文化相融合，挖掘提炼
出了“好客山东人，好酒景阳春”
和“一品景芝，创领中国芝麻香”
的宣传诉求，充分展现出山东人
好客情怀。

2011年，是企业战略规划提升
之年，我们将以振兴鲁酒发展为己
任，推动企业在更高层次、更高水
平上科学发展、转型发展和跨越发
展，进行了“十二五”发展战略规
划，提出了打造“两大园区”、“三大
工程”和“四个平台”创建工作。

两大园区 景酒生态酿酒产
业园和青龙山藏酒文化园。全面
提升酿造、包装、储酒和检测能
力，进一步改善生产环境，扩充生
产能力。抓住机遇，快速启动，力
争在三年规划期满后，完成一期
项目建设，到“十二五”末，全面完
成两大园区建设。

三大工程 一是实现经销商
培育工程。二是实现“山东是中国
白酒发源地之一、景芝是山东白
酒重要发源地之一”的挖掘工程。
三是实现“百亿景酒”和“中国北
方生态酿酒第一镇”的战略工程。

四个平台 科学构建人力资
源平台、营销平台、技术平台和信
息平台。

作为芝麻香两个国标的起草
者，我们景芝酒业将与全省同仁
一道，抢抓白酒快速发展的大好
机遇，坚定不移地贯彻省委省政
府“关于全面振兴山东白酒工业，
打造山东特色白酒知名品牌”的
重要指示和本次会议精神，全力
打造具有山东特色的芝麻香知名
品牌，向着“进军中国名酒行列”
的目标挺进。

以振兴鲁酒为己任 推动企业快速发展
□山东景芝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全平

近年来，我们景芝酒业
紧紧围绕公司中长期发展
规划，站在中国白酒发展的
前沿看发展，坚持以市场营
销突破为引领，以品质、品
牌和文化建设为支撑，努力
培强壮大企业，经济效益持
续增长。截止5月底，主营业
务收入和创利税同比增长
60%和50%，企业呈现出健
康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为
肩负起引领鲁酒振兴的重
任、进军高端白酒市场打下
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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