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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赤水河 十里酒城香
——习水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量”与“质”的辩证法

王其伦

河风阵阵，酒香烈烈。
站在习酒镇阳雀岩上的习酒文化城观景台眺望，赤水河的右岸，一间间工厂梯

田般自下而上层层叠叠，林立之间新建的研发中心大楼、习酒宾馆的蓝玻璃，在春
日的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亮眼。

山腰之上，一排排黔北民居风格的安置房映衬于青山白云间。黄金坪，这个藏
于大山深处的山村，在西部大开发的新一轮号角声中醒来。高高的脚手架，来来往
往的施工车，山上山下厂房如画，大地一片沸腾，与流淌千年的赤水河，与红军长

征四渡赤水远去的硝烟，激荡着 80 多万习水革命老区人民围绕“四新”主攻“四
化”新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这些日子，同民镇红旗村的大坝上，县、镇、村干部正忙碌于拆迁安置，工地
建设拉开大幕。今年 2月，随着茅台集团“十四五”酱香酒习水同民一期建设项目的
启动，这个昔日宁静的村庄变得热闹起来。

赤水河畔，一个个村庄，一个个工地，春天里的“变奏曲”，在新国发 2 号文件
的东风里上演习水白酒大合唱。

鸟瞰十里酒城。 （本版图片均由习水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白酒产业带动高粱发展促农民
增收。

战略层面“立”起来——

科学规划以赤水河干流习酒公
司为核心的中部产区，以同民河支
流土城白酒园区和同民片区为左冀
的西部产区，以桐梓河支流茅台 201
厂、习湖酒厂、中赤红公司、史丹
利集团为右冀的东部产区的“三大
产区”，成为习水白酒产业布局的核
心板块。

引优扶强打造企业舰队，习水
县重点培育习酒公司、茅台 201厂 2
个百亿级企业，安酒、洞酿洞藏、
小糊涂仙 3 个十亿级企业，以及习
湖酒厂、承天门等一批亿元级企
业，形成“2+3+N”白酒产业梯次
发展格局，成为赤水河畔酱香白酒
的新高地。

致力打造世界优质酱酒基地、
全国白酒配套基地，推进万吨酒
企、十年奋斗、百亿产值、千亿市
值“万十百千”工程，推动习水酱
酒集群化、产业化、品牌化、品质
化发展。

战术层面“破”开来——

打破一切制约因素，习水县从
政策扶持、项目建设、企业服务、
纪律保障等要素方面，最大限度配
置土地资源，最大限度帮助环评审
批 ， 最 大 限 度 提 供 水 、 电 、 路 、
气、讯等基础要素保障，高位推
动、专班统筹、全员合力，聚焦白
酒产业、白酒配套产业、白酒循环
产业招商选商扶商。截至目前，引
进首农集团、步长集团、联美集
团、史丹利集团等知名企业入驻习
水，打造了习酒文化城、宋窖博物
馆、习酒公司运营中心等一批酒旅
融合的游客打卡地。

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建立“一
站式”服务中心绿色通道，采取“全程
代办”“特事特办”模式，对入驻企业落
实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专班、一
套方案、一抓到底“五个一”保姆式服
务，分别组建习酒十万吨专班、茅台5
万吨系列酒专班、步长专班、安酒专
班、小糊涂仙专班、习湖专班、包材专
班等16个项目专班和重点企业9个服
务专班，形成“县级统筹、园区主导、乡
镇主抓”格局，面对面，点对点，多方面
多层面开展岗前培训、园区招聘，广罗
产业人才，从事白酒行业中高级人才
层出不穷，涌现出一批中国酒业科技
领军人才、中国白酒大师、中国白酒工
艺大师、中国首席白酒品酒师、贵州酿
酒大师，催生了中国驰名商标、地理标
志产品、省级著名商标、国家认可实验
室、省级技术中心等品牌标签。“服务
酒企业、做足酒文章、扩大酒天地，我
们责无旁贷。”贵州习水经开区有关负
责人说。

生态环保“绿”起来——

紧盯生态环境，新增白酒企业产
能未达规模的不能进，未按 3A 级景
区规划设计的不能进，环保不达标的
不能进，提升巩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县创建成果，为利于白酒的微生
物群落提供安全环境，守好白酒工业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密码”。

率先在全市成立生态环境保护
委员会和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形成
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县生态环
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企业停产
整改、领导干部停职整改+县级领导
分管包保、分片挂帮的“2+2+2”工
作机制，注意生态保护与修复，设
立环保法庭，用最严格的环境保护
制度和最严厉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推进白酒行业污染整治工程，
高标准建设污水处理设施，严格水
质达标排放，聘请第三方机构作为
环保管家，建立环保网格化监管机
制，全部取消赤水河干流已有排污
口，对赤水河干流排污白酒企业全
部实施退水工程，退出拆除赤水河
流域小水电站 34 座。禁止高污染、
高耗能企业进入产区，加快打造绿
色园区、绿色企业、绿色车间、绿
色产品。引进茅台集团循环产业投
资公司，投资 25亿元建设茅台酒糟
综合循环利用项目，新建年处理 70
万吨酒糟处理车间及配套设施，建
成后可实现年产生物饲料 18 万吨、
有机肥 16万吨以上。2021年，习酒
公司入选中国绿色工厂名单。

曾几何时，地处中国西部乌蒙
山集中连片地带的习水，典型的

“国”字号贫困大县，遵义典型的贫
困县代名词之一。山区、人多、面
广、自然条件差，经济落后，发展
滞后，上游有经济发达的酒都仁
怀，下游有旅游盛名的丹霞赤水，

“夹”在中间的习水，向上“望酒兴
叹”，向下“望游止渴”，境地尴尬。

如今，这一景象正在奋进中改
写。

每天，从习水出发，一车车销
往国内外的“习水的酒”，通过连接
黔渝的红军大桥驶入江习古高速运
往重庆成都，亦或车轮滚滚仁习赤
高速向南挺进遵义贵阳。

风过赤水河，十里酒城香。穿
行于赤水河畔，向东沿习酒镇、土
城镇、同民镇一带，从一个工地到
又一工地，从一个厂区到又一厂
区，一路酒香，酝酿希望。赤水
河，这条承载光荣与梦想的英雄
河、美景河、美酒河、生态河，昭
示着习水白酒新型工业在山水间生
动地演绎“世界美酒特色产区”的
无限风光。

路在不断延伸，沿着习酒镇翁

坪村顺山而上，位于习水经开区境
内的茅台 201 厂尽在眼前，一排排
正在生产的厂房映入眼帘。这一
带，是习水“十里酒城”的核心
区，也是茅台集团酱香系列酒基酒
的核心基地。而另一边，茅台集团
战略布局的 201厂 3万吨酱香系列酒
技改工程，自 2019 年开工建设以
来，加速加力加劲，如今机声响
起，早已投产。

一滴酒，一条河。下午时分，
路转来到红色土城，漫步于习水县
战略布局的另一个白酒工业园区，
安酒集团、小糊涂仙、宋窖酒业一
家家花园式企业掩映于绿树丛中，
与火热的红色旅游同频共振。

习水注定能做好白酒工业高质
量发展这篇大文章。2020年至 2021
年，习水白酒工业彰显“五个提
升”——

规模产量快速提升。全县白酒
产量从 9.04 万千升增长至 12.42 万千
升，增长 37.39%，占全省白酒产量
比例由33.9%增至35.69%。

产业比重稳步提升。全县白酒
工业总产值由 89.88 亿元增至 125.87
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68.52%增至 72.48%，全县白酒工业
增加值由 87.1 亿元增至 122.09 亿元，
占全县工业增加值比重由 87.86%增
至89.91%。

发展贡献持续提升。全县规模
以上白酒企业营业收入由 59.97亿元
增至 103.03 亿元，全县白酒企业缴
税占全县税收的七成以上，带动就
业2万余人。

品牌实力大幅提升。持续打造
和保护习水白酒产区、产品、生态
等品牌，全力支持习酒做大做强，
习 酒 公 司 继 2020 年 圆 梦 百 亿 后 ，
2021 年实现营收 133 亿元，品牌价
值达 1108.3亿元，跻身全国白酒前八
强，居中国酱酒和全省白酒第二
位。安酒、小糊涂仙、洞酿洞藏等
企业品牌价值、市场影响力大幅跃
升，习水产区知名度、美誉度不断
提升。

配套链条跨越提升。通过腾笼
换鸟盘活闲置厂房、招商引资新建
厂房，打造了温水、二郎 2 个白酒
包材产业园，规划建设马临白酒包
材产业园，实现包材产业从无到有。

“无中生有”“有中生优”“优中
扩能”，习水县始终围绕白酒工业固
链、补链、延链、强链，“破”与

“立”并举，“质”与“量”并重，
在加快企业动能转换中转型升级，
在高质量发展中下好“四新四化”
先手棋，县域经济增速排名跻身全
省前列，县域旅游发展潜力位列全
国百强县市第44位，从2020年的中
国西部百强县第 95位上升至 2021年

的第 86位，入选全国高质量发展典
型案例和中国县域发展潜力百强县
榜单。“酒旅并举·富民强县”的习
水，向着中国百强县奔跑。

去年秋天，习水县第十四次党
代会把白酒作为引领“四新”“四
化”、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首位
产业”，计划到 2026 年，全县白酒
产能突破 30 万千升，产值达到 500
亿元以上。

“担当新使命，奋战新征程。”
遵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习水县
委书记常文松表示，将围绕建设

“世界级酱香型白酒产业基地核心
区”目标，深入实施“中国酱香·
赤水河谷”核心产业带提升工程，
大力推进茅台 201厂 3万吨酱香系列
酒技改项目、习酒“十四五”一期
1.8 万吨技改项目、安酒 3 万吨酱香
型白酒技改项目、步长集团酒旅融
合一体化及其产业配套设施项目建
设，鼓励中小酒企通过扩能技改、
兼并重组发展壮大，引进一批白酒
头部企业，不断优化白酒产业发展
格局，促进优质资源向优质产区集
聚，进一步提升白酒产业首位度，
打造赤水河流域酱香型白酒聚集区
习水产区，推动习水酱酒集群化、
产业化、品牌化、品质化发展。同
时，加大对赤水河流域白酒生产重
点区域的酿造微生物资源保护力
度，建立绿色化、标准化和规模化
的优质原料基地，大力提升白酒园
区绿色发展水平。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
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牢牢守好发
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统筹推进安全
和发展，围绕‘四新’主攻‘四
化’，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
势，持续深入实施‘酒旅并举·富
民强县’发展战略，深化实力习
水、田园习水、旅居习水、智慧习
水、开放习水、文明习水、幸福习水

‘七个习水’建设，全面融入成渝经济
圈，全力争创中国百强县。”立足当
下，面向未来，常文松信心满满。

今年一季度，习水成功签约史
丹利集团 1万吨酱香酒技改项目、步
长集团 2.1 万吨酱香酒技改扩能项
目，茅台 201厂 3万吨技改、习酒 1.8
万吨技改、安酒 3 万吨技改项目,，
强力推进且先声夺人，疾风知劲，
驰而不息。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习水
县白酒行业税收占全县税收比重为
88.12%。

一瓶酒，一个县。形象化标注
着习水逆袭发展的速度、力度、深
度和高度，正在诠释和演绎习水新
型工业化的内涵与深意。

其实，高质量发展，于习水，
远不止于此。

习酒包装车间一角。

习酒公司下沙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