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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天独厚的三重自然酿酒生态圈

四川盆地拥有上千年的酿酒史，酒文化

博大精深，具有发展白酒的优势和条件，是中

国发展白酒产业最为理想的地区。2012 年，

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中国白酒金三角”实

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白酒金三角是舍得四重酿酒生态圈的第

一重。“白酒金三角”地处亚热带，气候温湿、

水量充沛，并在群山合围、相对封闭的盆地式

环境之中，酿制美酒所需的条件，在这里获得

了理想的搭配。同时，白酒金三角的红色土

壤富含磷、铁、镍、钴等多种矿物质，湿热气

候生产出糯性强、高品质的高粱，为酿造优质

白酒提供了优越的环境，是集气候、水源、土

壤“三位一体”的天然生态环境。

第二重酿酒生态圈就是舍得酒所在的射洪

县。射洪县地处四川盆地中部，素有“子昂故

里，诗酒之乡”美誉，同时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

森林覆盖率达 43%。雨量充沛，阳光充足，毗邻

的龙凤峡国家地质公园被证实是侏罗纪时代的

遗迹，特殊的地质构造富集了极为珍贵的稀有

微生物，为酿酒创造了独特的微生物环境。

据史书记载，早在西汉时期，射洪就有

人酿酒。当时，射洪的酿酒作坊以稻黍粱为

原料，药曲发酵，小缸封酿，酿出的酒色绿而

味寒，得名“射洪春酒”，“射洪春酒”就是舍

得酒的前身。

舍得第三重酿酒生态圈是柳树沱微生态

圈，舍得酒在射洪县柳树沱。在柳树沱这一

小生态圈内，涪江由北向南穿流而过，在柳树

沱迂回曲折，形成一块肥沃的冲积平原。平

原四周丘陵浅山，树木葱茏、空气清新，气候

凉爽、雨量充沛，适合微生物生长。

同时，冲积平原带来了适宜酿酒的地下

渗透水——沱泉。其水质清冽甘醇，天然绿

色，极适合酿造高品质白酒，这是沃土千里的

天府之国赋予舍得酒业最宝贵的财富，优质水

源是酒的血液，酒的精髓。1986 年，经海水淡

化专家王世昌考察论证：沱泉水为经植物矿化

层与砂石层渗透的上涌水，经卫生防疫部门检

测，水质优于国家标准。得益于这口古井清

泉，沱牌曲酒形成了以甜净著称的独特风格。

匠造第四重生态圈——舍得生
态酿酒工业园

舍得酒业把创造优美生态环境与企业生

产经营放在同等重要位置。第四重生态圈，就

是舍得基于大自然的馈赠，在这块被酒神亲吻

的土地上，践行“传承技术、回归自然、匠心酿

造”的理念，以匠心建造的第四重更为科学更

为先进的生态保障——舍得生态酿酒工业园。

舍得酒业倾力数十年打造酿酒生态园植

被生态系统。650 万平方米的舍得生态酿酒

工业园，拥有各类乔木、灌木、草本植物共

300 多种，植株超过 390 万棵。工业园绿化率

达 98.5% ，极大地改善了园区内的微生态环

境，形成的绿色屏障将办公区、生产区、生活

区既相隔又相互连接，独立成趣又相互掩映。

园区内大量种植的素有“活化石”之称

的银杏等神奇树木，奇迹般地调节着这里的

空气成份，使得园区内气候温和湿润，工业园

平均气温常年维持在 20℃，空气湿度 78％，有

益微生物充分富集和繁殖，稳定的微生物区

系又使曲药、窖泥在园区内可充分自然接种，

成为酿造有益微生物的天堂，充分展示了舍

得智慧的浓厚底蕴。

研究证明，舍得酒基酒、调味酒生产需

要 450 多种空气和土壤中的微生物参与自然

发酵，要有 450 多种微生物共生共存的自然

生态环境，如果没有这种环境，基酒的口味就

没有那么丰富和全面。因此，舍得酒的尊贵

与得天独厚的趋于完美的生态环境密不可

分，舍得酒的诞生既是当代酿酒业的伟大创

造，又是射洪绵延千年酒文化底蕴的结晶。

舍得酒业依托生态优势，结合发展工业

旅游，内外兼修，舍得酿酒生态园已成为遂宁

市酒文化产业聚集和推广的平台、具有全国

知名度的特色旅游目的地，并于 2019 年 1 月

被评为四川省首批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现在，已经成为生态工业旅游示范点的舍得

酒业，每年都会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累计已

达数万人。这其中有的是企业的经销商，有

的是来参观学习的同行酒厂，有的则是慕名

而来的消费者。

稀缺的地域生态资源和悠久的酿酒历

史，前三重生态圈为舍得带来了天时地利的优

质天然酿酒环境。但舍得并没有止步于此，生

态园的建造充分体现了舍得生态酿造不断探索

的决心和毅力。如今，舍得已经拥有了一套完

整的工业生态链，在企业内部建立了系统内生

产者、消费者、还原者的工业生态链，将绿色食

品、清洁生产、废物资源化结合起来，将生态理

念贯穿于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环节。

舍短暂，得长远。近年来，舍得的生态

建设不仅频频获奖，“舒适、优雅、生态、健

康”的舍得酒也获得了市场和广大消费者高

度认可。不断拓展了生态酿酒研究的深度和

广度的舍得未来可期，定会让更多消费者品

尝到生态美酒，生产出更好的生态酿酒的成

果，不断推陈出新，为中国白酒发展作出更多

贡献。 （陈颖 吕咸逊 巩星）

青山绿水出美酒 自然馈赐酿传奇

在世界美酒的版图上，神秘的北纬

30°线，有着最适宜酿酒微生物富集繁

衍的生态环境，是酿造天然好酒的黄

金地理带。舍得酒业就坐落于这一神

奇地理带，坐拥不可复制的四重酿酒

生态圈。

在舍得酒独有的四重生态圈中，地

理优势和自然馈赠造就了三重生态

圈。舍得结合自身酿酒特点和自然环

境，传承古法、最先进的科技相结合的

酿酒技术和美酒质量增加了第四重生

态圈，积极践行生态酿酒和生态化经

营，舍得为酿酒业树立了新的标杆和

榜样。

访民情解民忧
做贫困群众暖心人

“这座桥从 2012 年‘9·10’洪灾冲毁

后，我们要么从水里蹚过去，要么绕行长

满荒草的田坎从邻村的桥过去！全靠丁

书记来了，4 个月时间就给我们修了一

座新桥。”射洪县金鹤乡长房村 7 组村民

张继芬为丁强竖起了大拇指。

2015 年，脱贫攻坚启动，丁强负责

联系贫困村长房村。看着长房村牛车洞

桥在被“9·10”洪灾冲毁后三年都没有

重建，200 多名村民靠蹚水过河，丁强很

是揪心。他即刻着手与县水利局协调，

筹集资金 50 余万元，从招投标到修建完

成，历时仅 4 个月。为了长房村的长足

发展，他又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协调

土地整理项目，修建生产便道 5 公里，通

过水利局修整田间灌溉水渠 8 公里，为

引进业主、发展规模产业打下基础。

2016 年 11 月，因扶贫工作需要，丁

强被组织选调到县扶贫开发局担任副局

长（挂职）职务，负责脱贫办工作。除了

一次次会议的筹备、上级文件会议的传

达、脱贫攻坚的督导、脱贫政策的钻研等

工作，他更是沉下身子爬山沟、坐门槛、

蹲田间、揭柜子、看米缸……全面了解全

县 30 个乡镇 80 个贫困村脱贫攻坚推进

情况。

敢创新出实招
为精准脱贫献智出力

2017 年 6 月，射洪在全省率先创新

开发“统一平台、分权管理、信息共享、

联动监督”的脱贫攻坚大数据监管平台，

全面、精准、动态监督脱贫退出及项目实

施全过程，解决了“第一书记”和扶贫资

金项目监管难问题。这其中饱含着丁强

的一份心血。

脱贫攻坚工作常常会遇到意想不到

的困难和挑战，丁强始终坚持问题导向，

注重在基层调研中发现不足和寻求良

方。针对射洪县插花式深度贫困的实

际，他和同事们探索出了“组团式驱动”

“链动式带动”“托管式经营”“靶向推

动”“电商化服务”等多种模式因地制宜

换穷业，创新群众收益保障机制；面对贫

困村工作起点低的问题，通过大量调研

分析优势劣势、长处短板，形成了射洪县

《抓紧弯道发展机遇推进脱贫超车前行》

的报告；面对农业产业发展如何才能更

有效、实实在在带动贫困户增收问题，起

草了射洪县《推进新型产业化模式构建

扶贫利益联结机制》等建议材料；积极发

动民营农业龙头企业等各方力量参与脱

贫攻坚，起草《射洪县龙头企业参与脱贫

攻坚工作考核办法》凝聚广泛的社会合

力；针对村集体经济“空壳村”状况，协

调县农业农村局派出精干力量逐个贫困

村规划指导产业发展，每个贫困村集体

经济年均可增收 3 万元以上；针对农产

品销售难问题，协调县商务经合局率先

打造电商扶贫服务平台，建成县级农村

电子商务服务中心 3 个、孵化中心 2 个、

乡镇服务站 108 个，促进贫困农户增收。

“白+黑”“5+2”
“硬骨头”更需“骨头硬”

“脱贫攻坚越往后，面临的是贫中之

贫、艰中之艰的‘硬骨头’，这就需要我

们扶贫干部的骨头更硬！”丁强个子不

高，骨子里却有咬定不放的拼劲和韧劲。

为了掌握各村工作“三落实”真实情

况，在盛夏三伏，正是扶贫项目实施的关

键节点，丁强和脱贫攻坚办的同志跑遍

了有年度脱贫任务的全部贫困村，找到

项目推进慢的症结，倒排工期、顺排工

序，一天一天扣时间赶进度；在寒冬三

九，抓紧贫困群众农闲在家的好时机，面

对面促膝交谈，共同算收入、聊收成，讲

政策、说困难，谈计划、话希望；下雨天

找群众摆摆“龙门阵”、看看漏不漏雨跑

不跑风，烈日中午到建设工地数数工人

个数、查查施工规不规范措施安不安全，

傍晚到村办公室和第一书记“唠唠嗑”吐

槽困难、沟通想法。他最多的一次是一

天暗访 9 个乡镇 14 个贫困村，晚上还要

连夜将暗访情况梳理形成报告，分析原

因，找出解决问题的指导建议。

“现在觉得唯一亏欠的就是家人！”

在以往的 4 年里，丁强不知道放弃了多

少节假日、公休假，“5+2”“白+黑”地落

实安排部署、研究政策文件、总结脱贫经

验……上幼儿园的女儿就读的学校与丁

强的工作单位不足 1000 米，但这位“陌

生”的爸爸去接女儿，老师还不同意他把

孩子带走。

“组织给我的荣誉，更是我砥砺前行

的动力！”丁强表示，他将以敢做善成的

担当、时不我待的干劲、一抓到底的韧

劲，在脱贫攻坚路上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 （全媒体记者 李晓玲）

谭晓政现场督导整治“群众最不满意的10件
事”活动开展及文明城市建设相关问题整改情况

实实在在抓整改 提升群众满意度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佳雯）7 月 24 日，市委常委、市纪

委书记、市监委主任谭晓政率队，对整治“群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活动及文明城市建设相关问题整改情况进行现场督导。

督导组一行先后前往市河东新区芳洲路景观带、船山区

凯旋路天兴社区、南津路支渠巷农贸市场、市中心医院德胜路

院区、渠河整治点和宁桥、中环线玉龙立交等地，就“市城区公

厕数量不足，生活垃圾清运不及时问题；市城区部分路段隔离

设施缺失，机动车、非机动车违法占道通行问题；文明城市创

建中的船山区凯旋路天兴社区断头路整改问题；文明城市创

建中的船山区南津路支渠巷农贸市场周边街道占道经营、清

洁卫生差、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市城区大型医院在节假日和

夜间时段值班医生少、病人候诊时间较长问题；渠河饮用水水

源一级保护区内存在游泳、洗衣、垂钓等污染饮用水水体问

题；遂宁市城内高速公路出入口和市城区路口部分交通标志

设置不合理，交通标态指示不规范问题”等七个方面问题整治

情况进行现场检查督导，并深入了解相关问题的整改进度、民

情民意以及施工进展情况。

谭晓政要求，整治“群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活动是一项

民心工程、实政工程，来不得半点马虎、来不得半点形式主

义。要实实在在抓整改，从点滴小事出发，努力提升群众满意

度。要又快又好抓整改，相关责任部门要制定计划，细化方

案，高效率推进相关整改工作。要举一反三抓整改，真正理清

问题根源，以严实的作风，把整改做深做实。要互动交流抓整

改，利用好电视、报刊、网络等传播媒介，加强与群众的沟通互

动，并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做好相关整

改工作的宣传。要加强督导抓整改，市委办、市政府办、市纪

委监委要将明查和暗访相结合，对整改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

馈，对好的经验做法进行推广。

国家发改委调研组
肯定我市乡村振兴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范晶）7 月 25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农

经司二级巡视员关锡璠一行莅遂，对我市乡村振兴工作情况进

行调研。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邓长金、副市长雷云陪同调研。

大英县隆盛镇杜家寨村深入实施垃圾、污水、厕所“三大

革命”，扎实开展环境美、田园美、村庄美、庭院美“四美乡村”

和整洁美、卫生美、绿化美、文明美、和谐美“五美庭院”建设，

“整”出了农村新风景，“改”出了村民新生活，群众幸福感、获

得感明显增强。在杜家寨村，调研组一行通过实地查看、听取

介绍、与村民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情况。

调研组一行还来到蓬溪县武引蓬船灌区工程，对重大水

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进行调研，详细了解该项目的移民安置、

项目招标、工程投资等情况。

调研组充分肯定了我市乡村振兴工作取得的成就，并希望

我市继续加大乡村振兴工作力度，结合当地实际，统筹各方面力

量资源，提高政策的集中度精准度，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努力让80个贫困村旧貌换新颜
——记四川省脱贫攻坚一线优秀干部丁强

2011 年，出生于偏僻农
村的丁强带着改变农村面
貌、构建“理想田园”的梦想，
放弃在天津工作的高额薪
酬来到射洪县。2016 年，丁
强被组织选调到射洪县扶贫
开发局担任副局长（挂职）职
务，负责脱贫办工作。在从
事脱贫攻坚的日子里，丁强
与全县扶贫干部一起，努力
让 80 个 贫 困 村 旧 貌 换 新
颜。今年 7月，丁强被省委、
省政府表彰为 2018 年度一
线优秀扶贫干部。

丁强开展入户调查

扶贫监督举报电话：12317

（紧接 01版）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

学院教授、土人设计首席设计师、美国

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罗马大学名誉博

士、中组部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中国城

市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俞 孔 坚 ，中 国

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曲长虹，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西部分院院

长张圣海，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副总建筑师、城市设计研究中心

主任、总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刘刚等 5 位专家，被聘为遂宁高新区规划

顾问。市人民政府、遂宁高新区分别与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四川省移动公

司、中国移动（成都）产业研究院等公司

签订 12 个合作协议，与工商银行四川省

分行、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等金融机构

签订了 5个合作协议，授信额度450亿元。

市委常委吴相洪、周霖临、杨军、谭晓

政、袁超、赵京东，以及上达电子、国家

开发银行四川分行、中国建设银行四川

省分行等 400 余名企业、金融机构负责

人和新闻媒体记者参加会议。

（紧接 01 版）四川省众志创美食品有限

公司、四川盈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等 6 家

企业，现场发放贷款共计 11.08 亿元。

据介绍，此次发放贷款仅是金融机

构支持遂宁高新区企业发展的一部分，

接下来将有更多金融机构与企业达成合

作。

据统计，遂宁高新区 2019 年—2025
年实施的重大项目中，高新区市民文化

中心项目、遂宁市船山区物流新城特色

城镇化基础设施及遂宁市船山区城市区

排水系统改造工程 PPP 项目、“云舒画廊

景观轴”一期工程（西宁段）、上达电子

（遂宁）产业基地项目等 63 个项目有融资

需求，其中，民生工程项目 9 个、生态环

境项目 4 个、市政设施项目 20 个、产业发

展项目 30 个，估算总投资 540.58 亿元，融

资需求 297.93 亿元。

市委副书记、遂宁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冯发贵出席会议。副市长陈伐主持会议。

（紧接 01 版）聚焦主责主业，把握重点关键，以钉钉子精神抓

好工作落实。

邵革军还对近期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他强调，一要奋

力推动经济稳定增长。要进一步强化解决问题的担当，落实

补齐差距的措施，下足真抓实干的功夫，坚持紧盯目标抓调

度、紧盯项目扩投资、紧盯工业稳增长、紧盯需求旺消费，全力

以赴冲刺三季度，为完成全年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二要坚决

确保安全稳定。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提高防范意识，强化

工作举措，全力抓好防汛减灾、安全生产、信访稳定，确保全市

安全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三要干事创业敢于担当。要提高政

治站位，严肃政治纪律，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的激情不减、热情

不减，认真抓好脱贫攻坚“回头看”大排查、巡视反馈问题整改

等各项重点工作。四要始终保持清廉本色。要深刻认识到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正确看待

手中权力、经济收入和人情交往，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坚定

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在家的市委常委、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各县（区）、市直园

区和部门、市属及其以上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会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努力把遂宁高新区建成开放高地创业热土

遂宁高新区
举行银政企对接会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王维 实 习

生 夏薇）7 月 25 日，遂宁市第四届“遂

州杯”创业大赛总决赛暨四川省第二届

“天府杯”创业大赛遂宁选拔赛举行。

经过激烈角逐，“手机研发基地及手机

智能制造”项目荣耀摘金。

此次大赛以“筑梦遂州 创赢未

来”为主题，来自“大学生创业”“退役军

人创业”“返乡下乡创业”“创业创富”四

个小组的 12 支创业团队展开了激烈角

逐。在场的创客团队友好共竞、积极探

讨，相互交流、切磋，传递着锐意进取、永

立潮头的创新精神。其带来的创业项目

覆盖了食品、医疗、教育、通讯等多个领

域，深度联结新老产业，聚焦物联网、大

数据、5G 网络等技术潮流和行业热点。

路演环节中，参赛选手对创业项目

的基本信息进行了简要介绍，重点展示

项目的创新点和核心优势，演示说明其

运作、盈利流程。随后，由权威专家组

成的评委团对演示项目展开评估，并针

对项目的革新方向和商业模式给出了

专业建议。

参赛选手纷纷表示，遂宁积极的创

业环境及大力鼓励创新的政策，为团队

搭建了广阔的发展平台，为新产品、新技

术的茁壮成长注入了无限动力，并表达

了其扎根遂宁、反哺遂宁发展的决心。

此次大赛最终决出一等奖 1 名、二

等奖 3 名、三等奖 8 名、优秀组织奖 4
名。据悉，我市还将派出优秀选手代表

遂宁市参加四川省第二届“天府杯”创

业大赛，再争荣誉。

遂宁市第四届“遂州杯”创业大赛总决赛暨四川省第二届“天府杯”创业大赛遂宁选拔赛举行

“手机研发基地及手机智能制造”项目摘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