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6 月
底，茅台市值冲
破 6000 亿 元 大
关，资本市场一
骑绝尘。四川向
来以生产白酒闻
名，而面对贵州
茅台，四川酒业
也要感叹：“金花
银花不如茅台一
家”。其实，四川
的酱酒资源和品
牌也非常出色。

7月15日，郎
酒在其生产基地
四川古蔺二郎镇
举行“青花郎新
战 略 发 布 会 ”。
全国近100家媒
体，专家学者300
余 人 云 集 二 郎
镇，参观郎酒生
产、储存基地，看
到郎酒的产业规
模，尤其是天宝
峰全球最大露天
陶坛酒库及天宝
洞壮观的酒坛，
大家说的最多的
两个词是“震撼”
和“神奇”。

茅台、青花
郎这两大酱香型
白酒都产在赤水
河畔，著名财经
评论家水皮先生
用“同河PK”一词
形容青花郎对标
茅台现象。专家
们认为，青花郎
作为酱香型白酒
的新贵，其质量、
规 模 等 不 输 茅
台，只是品牌上
尚存差距。郎酒
集团董事长汪俊
林喊出“实施新
战略，开启郎酒
黄金新十年”的
豪迈口号，人们
由此看到郎酒的
战略布局，以及

“升舱晋级”的雄
心壮志。

新 闻 链 接

足不出户办“政事”
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到底是什么？为

什么它能带来足不出户办“政事”的便利？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也叫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
台，简单的说，是将所有政务服务集中到一道网
络“大门”的后面，且这道“门”是唯一的。

“不管涉及哪一级哪个地方的政府部门，都
能在这个网站找到办理政务事项的渠道。”省政
府办公厅相关负责人解释说，一体化政务服务
平台提供办事指南、所需资料、所需证照、支付
渠道和相关法律法规资料等。“利用这个平台，
办事人可以少跑腿甚至不跑腿，全程网络办
理。”

进一道“门”，有望办理一切政务服务事项，
无需跑腿之外，是互联网可能带来的24小时“不
打烊”服务。“办事人随时随地可以提交申请，处
理罚款等，不受线下办事窗口下班了，连材料都

没法递交的限制。”在省政府办公厅相关负责人
看来，这是转变政府职能根本目的之一，“服务
人民，便利人民。”

线上线下多种选择
“可以这么说，今后办理政务服务事项时，

就像现在大家逛网店一样，足不出户就把日
常购物需求全部办妥了。”省政府办公厅电子
政务处相关负责人告知，根据不同需求，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也有PC端和移动端可供选
择，“同步开通APP和微信公众号，查信用值、
缴罚款、换领证、查询生活服务信息等等，都可
以用手机操作。”

不仅线上有多种选择，办事人还可以进行
线上或线下的选择。以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
台为依托，四川将加快推进实体大厅功能和政
务服务热线整合，坚持省市县三级前端统一。
也就是说，平台建成后，实体大厅还会继续发挥

政务服务的窗口作用，承担身份认证和办件受
理，网络平台的宣传、咨询、培训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会上获悉，目
前全省统一政务服务办理平台、政务服务门户
网站、电子证照库、身份认证等主要系统已开发
完成，第一批德阳、绵阳、雅安3个市和科技厅、
住房城乡建设厅、农业厅、省工商局、省质监局5
个省直部门，已经进入试点测试。“电子政务处
相关负责人说：“预计12月全省上线。”

服务事项统一标准
从事零售行业的蒋鑫已经在四川各地开

了多家连锁商超，没少办理各种“政事”，他
对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相当期待，却也
有顾虑，“每个地方审批办事有差别，一‘网’
怎么统一？一个‘入口’进后，我们要按照哪
个地方的规定来操作呢？”针对蒋鑫的疑惑，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上线前所作的努力值

得期待。
据省政府办公厅电子政务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四川正在建立完善网上服务事项标准，根据
省市县行政权力事项目录、公共服务事项目录
等，规范政务服务事项名称、条件、权限、材料、
流程等，做到“同一事项、同一标准、同一编码”，
进而实现省市县三级办事指南标准化，并通过
互联网政务服务门户、移动客户端、自助服务
机、宣传手册等对外公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媛莉

▲郎酒天宝峰露天陶坛酒库占地300多
亩，储酒能力4万吨，建成后其规模还将再刷
新酒行业记录，届时整个天宝峰储酒库区储
酒能力将达到25万吨。

采天地灵气，醇化生香。
青花郎酒体第二阶段的修养，

是在天宝峰顶的露天陶坛库中，充
裕的阳光照射，加速了醛类物质的
挥发，酒体内在酯化反应充分持续，
醇化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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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郎是赤水河畔璀璨的明
珠，和茅台并称赤水河姊妹花。

二郎滩位于赤水河南岸，地势
低洼，干热、少雨、少风，独特的地理
环境繁衍了大量的有益微生物种
群，从制曲、蒸粮、发酵，到存储环
节，全面融入到酒的酿造过程，成就
了“酱香”这一白酒的独特品类。

从二郎镇到茅台镇沿岸60公
里的赤水河畔，生长在海拔300到
500米区间的米红粱，是酿造顶级
酱香白酒的最佳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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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蜿蜒流淌的赤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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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藏郎酒的天宝洞，郎酒洞藏后，酒
体更加醇和、陈香。

第三阶段，经露天陶坛库修养
醇化的优质酱酒，进入全球最大的
天然储酒洞——天宝洞静养修行。
这里常年恒温恒湿，富含绝世珍稀
的天然酒苔，青花郎在洞中，潜心修
炼，陈化老熟，得道出关。

青花郎的生产和贮存，犹如懵
懂未开的少年，成长为一个睿智豁
达的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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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霞供养，淬火祛烧。
青花郎原酒，第一阶段贮存在

天宝峰峡谷地带的大罐中，在大自
然的云霞雨露中，驯化野性，淬火祛
烧。历时1年，接受传承千年的盘勾
勾调，定格后，再送入天宝峰露天陶
坛库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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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酒天宝峰储酒罐，每罐可储酒5000
吨。目前公司老酒储存已达12万吨。

青花怒放 好戏连台

贵在产地
赤水河是一条神奇的河。因“四渡赤水”的

红色基因而闻名天下。赤水河又是一条“美酒
河”，它孕育了中国两大酱香型白酒，茅台和青
花郎。“赤水明珠”“赤水河姊妹花”“赤水河项链
上的两颗宝石”——人们常这样赞誉茅台和青
花郎。

四川省古蔺县二郎镇位于东经106度，北纬
28度，川南黔北，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接壤之
处，中国工农红军二渡和四渡赤水的地方，这里
正是青花郎母体郎酒厂所在地。二郎镇与茅台
镇相距不过60公里，其地质、水文、气候条件相
似，就连日照时间、年降雨量、无霜期等也基本
相同。正是赤水河谷这种冬暖夏热，少风少雨
的特殊气候环境，为酿酒所需微生物的栖息与
繁殖，提供了绝佳环境。

专家认为，中国最好的酱酒只能在赤水河
谷300—500米海拔范围内生产出来。无论茅
台或青花郎，都是不可移植、不可复制的。

秘在工艺
作为中国两大酱香白酒之一的青花郎是郎

酒集团的战略产品，是郎酒矩阵里的“头狼”。
青花郎脱胎于郎酒，占尽酱香郎酒的神韵。

青花郎用料考究。酿酒用水取自赤水河河
心。糯高粱、小麦均采自川南本地，是上佳的酿
酒原料。青花郎的酿造经过“端午制曲，重阳投
粮，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生产周期一
年，基酒贮存至少五年”的全过程，历经30道工
艺，165个环节始能出厂。

青花郎生产工艺中最具特色的是贮存，郎
酒现有12万吨酱酒老酒，足以满足酱酒贮存年
限周转之需。青花郎酒体老熟、风格形成的过
程，恰似闭关修炼、圆满得道的一次神秘之旅，
可以概括为“生在赤水河，长在天宝峰；养在陶
坛库，藏在天宝洞”，而其中“洞藏”工艺更是增
加了青花郎酱香的神奇指数。

从生产到出厂，青花郎要经历先大罐、后陶
坛、再进天宝洞的历练，其中大罐退火去辛、陶
坛生香陈化、天宝洞炉火纯青。就像一个勤奋
用功、追求真理的学生，硕士、博士、博士后一路
读下去，谁又能阻挡青花郎追求自身完美的步
伐呢？

青花郎贮存工艺的独特性还在于“瓶贮”，
即装瓶后贮存至少半年再推向市场。青花郎瓶

身材质为陶瓷，酒体和瓶身之间有一个“磨合”
过程。研究表明，用陶瓷瓶装酱酒是标配，不卖
生酒本来就是郎酒的厂训之一。现在市场上很
多消费者狂热地喜欢青花郎老酒，在饮酒中也
常常强调酒的年份，甚至要看酒瓶上的出厂日
期，这正是因为酱酒一年一个味，越陈越香。

从青花郎的工艺，我们看到了民族品牌在
追求卓越品质时的精雕细刻，看到了真正的工
匠精神。青花郎不愧为顺天应时、匠心独运之
作。

名在当代
青花郎作为中国两大酱香白酒之一，其地

位可溯源到茅台叫“回沙茅台”、郎酒叫“回沙郎
酒”的时代。

1957年，郎酒恢复建厂。1963年，郎酒被
评为四川省名酒，而据了解，当时郎酒的品质已
达国家名酒的要求，只是产量太少，规模不够。
直到1984年全国第四届名酒评比，郎酒荣获国
家质量金质奖，终于获得“中国名酒”称号，可谓
实至名归。而且，在1984年这届评酒会上，入选

“中国名酒”的酱香型白酒只有茅台和郎酒。值
得一提的是，当时专家组对郎酒的评语十分经

典，道尽了郎酒的美妙与尊贵——“酱香浓郁，
醇厚净爽，优雅细腻，回味悠长，空杯留香”。
1989年第五届名酒评比，53度郎酒蝉联“中国
名酒”荣誉，此外，39度郎酒亦获“中国名酒”称
号。

以2004年雅典奥运会为契机，郎酒迎来真
正的大发展。当时，郎酒通过中央电视台喊出
了“酱香典范红花郎”“神采飞扬中国郎”的口
号，一扫笼罩在郎酒发展路上的阴霾。此后，
郎酒的销售额从3亿元到2011年突破100亿元
大关，向国家上缴税收超过100亿元。在此期
间，郎酒捐助地震受灾地区、冠名央视春晚，积
极的市场竞争和广泛的公关活动，让郎酒名声
大震。

应该说，郎酒拓宽了酱香型白酒的市场，
通过郎酒的普及与推广活动，更多的消费者认
识了酱酒。正如中国食品工业协会马勇秘书
长所说，中国白酒和丝绸、陶瓷、茶叶一样，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名片，而青花郎是其中最靓丽
的一张。

功在健康
“酒为百药之长”，“回沙郎酒”背标里就有

“通血脉，润皮肤，化瘀，散湿”的说明。市场上
常有人说，喝青花郎把某种病治好了。郎酒董
事长汪俊林本是学医出身，他认为这些都是个
案，是个体差异造成的，不具普遍价值。但毫无
疑问，酒具有药用价值，适量饮酒有益健康。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博导庄名扬先生今年79岁了，据他介绍，他喝了
一辈子酱酒，搞了一辈子酱酒研究，现在还每天
喝二两青花郎，他觉得这酒口感好、恢复快，不
影响第二天工作。

很多人都认为喝酒伤肝，但庄名扬教授带
领研究小组经实验发现，酱香型白酒富含四甲
基吡嗪。经对体外模型和动物模型的试验证
明，四甲基吡嗪具有抗氧化、增强免疫等多种功
能。通常情况下，当肝脏被酒精损害时，医生采
用的治疗手段是使用联苯双酯，但庄教授的试
验小组发现，用四甲基吡嗪替代联苯双酯，同样
可以对干细胞起到治疗效果。而“四甲基吡嗪”
正是产生于制曲和堆积发酵过程中，并经蒸馏
带入酒中。酱香型白酒的生产中有“四高两长”
的特征，即高温制曲、高温堆积、高温发酵、高温
馏酒，生产周期长、基酒贮存时间长，这使得酒
体蕴含的四甲基吡嗪比其它香型的白酒更加丰
富，这也与庄教授的另一项试验结果相符合，爱
喝酱香型白酒的人，不容易得脂肪肝。他在“赤
水河论坛”上发布了这一研究成果，适量饮用酱
香型白酒有益健康。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提高；随着
人类对酱香型酒与人体健康关系认识的逐步深
入，酱香型酒的好处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更
多的消费者喜欢上了酱香型酒。青花郎作为中
国两大酱香型白酒之一，将会更加受到消费者
的热爱和追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怡然

——记中国两大酱香白酒之一青花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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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12月开始运行

政务服务24小时“不下班”
“任何服务事项在一体化平

台上可办，办理的任何服务结果
在一体化平台可查”。

一个多月以后，四川人便能
体验“不出门”“不跑腿”“少走路”
就把工商审批、违章处理、生活缴
费、证照办理等各种政务服务事
项办妥，甚至还能享受政府职能
部门24小时“不下班”的服务。

10月11日，四川省加快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召开，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从会上获悉，全省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将在今年12月正
式运行，届时四川政务服务事项
将“一网”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