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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鑫

“我这一辈子也就干这一件

事。 ”安炜面对记者的采访，自豪而

郑重地说， 酿好酒也将成为他追求

一生的事业。

内蒙古是酒的故乡、歌的海洋，

草原上多善饮者， 做酒的自然不会

少，卖酒的吆喝声也格外响亮。

自 2022 年 6 月 1 日开始，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白酒“新

国标”正式实施。 白酒“新国标”实

施之后，将强化白酒“纯粮酿造”的

认知，为白酒正本清源，倒逼酒企加

大转型升级的步伐。

对于众多技术水平较低、 品牌

力不足、 同质化严重的中小酒厂而

言， 将被工艺技术领先、 品牌信誉

强、 差异化显著的名优酒企进一步

取代。 面临新环境下的竞争格局，内

蒙古地产酒不断调整经营思路和策

略。 全面推进营销创新，深化厂商合

作模式，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功夫不

负有心人，在掌舵人安炜的带领下，

内蒙古蒙酒酒业的发展步伐越来越

稳健，认可蒙酒的消费者越来越多，

许多当地人以用蒙酒待客为荣。

安炜介绍，2005 年秋天， 赤峰

第一酒厂转制，一些管理者、技术人

员、 经验丰富的老工人集聚成一个

新的团队， 内蒙古蒙酒酒业公司成

立，这个“精兵强将”组合的团队，开

拓进取，传承创新，酿造了草原上的

“蒙酒传奇”。

内蒙古蒙酒酒业依托当地极佳

的生态资源环境和红高粱开发种植

区的优势， 加之对蒙酒古老酿酒窖

池的发现和使用， 采用蒙酒的传统

工艺和配方结合现代生物技术，选

用优质高粱、大米、小米、玉米、荞麦

等原料，引甘冽清澈的神井之水，开

发出了优质的原生态蒙酒， 具有清

澈透明、窖香浓郁、绵甜醇厚、尾净

余长、低而不淡的特点，既有远古蒙

酒风骨，又有现代科技的精华，从而

实现了企业产品结构的科学规划与

远古蒙酒文化的品牌打造。

该公司的科技研发团队， 精心

研制出三大系列、30 多个蒙酒品种，

满足不同客人的需求。 通过蒙酒人

不懈努力，2012 年蒙酒荣获“内蒙

古著名商标”“内蒙古最有价值品

牌”等殊荣。

今天， 蒙酒” 已实施多品牌战

略， 目前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注

册的有“蒙酒”“蒙酒王子”“蒙酒古

酿”“蒙酒部落”“蒙酱”“蒙字号”等

一系列品牌。 未来“蒙酒”发展紧随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打造“蒙酒”系

列产品集群，让“蒙酒”品牌得到更

好地发展。

本报记者 王丰

粮乃酒之肉，水乃酒之血，这是好

酒的灵魂所在。

好酒离不开好粮， 正是因为赤峰

市位于大兴安岭南段和燕山北麓山

地，丘陵起伏，峡谷相间。 大部分地区

年平均气温为 0-7℃， 年平均降水量

为 381 毫米。

水分、土壤、气候等丰沛的自然资

源，适宜农作物的生长。2021 年赤峰市

粮食作物收获面积为 1865.05 万亩。其

中， 玉米收获 905.17 万亩、 大豆收获

84.5 万亩、小麦收获 69.02 万亩、马铃

薯收获 69.4 万亩、 杂粮杂豆收获

707.73 万亩， 粮食产量达 125 亿斤以

上。 是大地馈赠了酿造好酒的重要原

料，才造就了蒙酒的好品质。

好酒必有佳泉，自古以来，酿酒对

水的选择慎之又慎。《礼记·月令》：“水

泉必香，陶器必良，火剂必得”。

赤峰市地处辽河流域的最上游，

水资源丰沛，水质未被现代工业污染，

境内有西辽河、新开河、叫来河、大凌

河、达里诺尔、锡林郭勒、老哈河、滦河

八大水系。

酿造好酒，除了自然因素之外，最

重要的就是工艺。

赤峰地区酿酒历史也很长。 考古

学家在内蒙古敖汉旗夏家店下层文

化，出土了用于饮酒的陶爵酒器，锁定

了赤峰酿酒历史的起点。 清代乾隆年

间， 赤峰的乾御兴老烧锅就是皇家御

酒。

好粮好水好工艺是酿出好酒的客

观条件，当这些条件具备后，需要的就是

企业的良知和境界，蒙酒正是如此。

近年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依托区位优势，引进风电装

备制造企业，打造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助力当地经济高

质量发展。

图为 8 月 2 日，工人在乌兰察布运达风电有限公司厂房

作业。 新华社记者 李志鹏 摄

本报记者 张鑫

今年以来，乌海市坚持“项目为王”

导向，抢抓有利时机，跑出重大项目建

设加速度。 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72.8%， 高于自治区平均增速 38.9

个百分点，超额完成半年目标，下半年

将奋力延续高位增长势头。

坚持高位推动项目建设，压紧压实

各方责任。 建立市级统筹、分级负责、部

门协同、 市区联动的项目推进体系，推

行“一企一策”专班式包联服务；实行

“每旬调度， 整月上会” 的项目调度机

制、“问题清单”管理机制、项目进展定

期通报机制。

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实现要素

安排和项目需求精准匹配，优先保障民

生关切、产业转型、基础设施等领域重

大项目需求，全力保障项目建设。

坚持产业链精准招商、“线上 + 线

下”同步招商，创新思路、优化举措，大

力引进三维、国轩高科等一批可降解塑

料、 燃料电池等领域延链补链优质项

目，加快产业集聚成群。 截至目前，全市

94 个政府投资 5000 万元、企业投资亿

元以上重大项目全部开复工，开复工率

100%， 完成投资 121 亿元， 同比增长

180%。

一个个新建或续建重点项目，正在

成为推动全市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 最

具代表性的是华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PTMEG、PBAT 新型材料产业链一体

化项目，总投资 105 亿元，原计划 2023

年投产，在“一企一策”专班式包联服务

下， 为企业缩短前期手续办理时限，科

学组织冬季施工，变“冬闲”为“冬忙”加

速了项目建设进度，该项目预计 8 月底

试生产。

下一步，乌海市将紧扣全年目标任

务，持续加强项目协调调度，着力加快

项目建设进度，推动一批新招引重大项

目落地，真正实现以月保季、以季保年，

以投资之“稳”支撑经济之“进”。

本报记者 王丰

前不久，一部《寻菌之路》的纪录片在央视

及线上平台热播，在乳业行业内引起了很大反

响。这部纪录片就是介绍内蒙古农业大学陈永

福研究员所在的乳酸菌研究团队历时十七年，

跨越几千里，寻找中国菌种的感人故事。

“从寻菌人的角度看， 这个只是我们团队

从事 20 几年的乳酸菌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

缩影而已。其实我们实际的寻菌之路是非常艰

难的，特别是 20 多年前‘洋菌’垄断国内乳酸

菌相关产业的时候，团队带头人张和平老师认

定原创性种质资源是乳酸菌相关产业的战略

性资源，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菌’是产

业核心技术。 当时，这方面的专项资金不多额

度也不大，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条件非

常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坚持走到了今天。”陈永

福说。

“我们寻的是真正适合不同中国人群的

‘中国菌’， 这个工作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建立乳酸菌种质资源库，二是该资源库的

开发利用。 ”陈永福团队从 2001 年开始，在国

内率先开展了乳酸菌种质资源的保护工作，目

前共采集样品 4864 份，从中分离、鉴定乳酸

菌 32641 株， 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乳酸菌种质

资源库， 为相关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战略性资

源。

在建立这个资源库的基础上， 围绕解决

“优良菌种资源匮乏，核心技术被垄断”这一严

重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创立优良

菌株筛选技术和评价体系，攻克菌株产业化关

键技术，实现了乳酸菌制剂的产业化。

目前这项技术成果在蒙牛乳业、江中制药、完美集团、科拓生物等企业进

行转化，相关产品已上市，变为现实生产力，打破了国外技术产品的垄断。

同时，解决了菌株产业化技术难题，打破了国外产品和技术垄断，极大提升

了产业科技创新水平和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中国乳酸菌产业的发展，做出了

突出贡献。

“紧紧围绕产业发展的科学和技术问题，开展高质量的创新工作，继续推

动国产菌株的开发利用， 更好的服务于国人的健康生活和产业的健康发展，

把资源优势变为科技优势、产业优势。 ”这是陈永福的永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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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鑫

随着内蒙古经济的快速发展，外地

商人纷纷“抢滩”内蒙古这一方投资热

土，中广电器北方分公司内蒙古创开新

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顺彩就是其中

一员。

内蒙古创开新能源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15 年，在内蒙古严寒地区推出风、

光互补供暖热水系统，该新能源的使用

对治理环境污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截至 2022 年， 该公司累计供暖面积

500 万平方米以上， 在内蒙古各市、旗

县都设有销售、售后网点。

张顺彩从浙江来内蒙古 10 余年，

经历了内蒙古的大跨越大发展，已经把

内蒙古当作第二故乡。 在她看来，内蒙

古碧水蓝天，城市发展日新月异，特别

是民营企业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她告诉记者， 近年来， 内蒙古的变

化很大，越来越美丽、干净、文明。 虽然

她经常到全国各地出差， 但没事的时

候，最喜欢生活在内蒙古了。

“为什么要来内蒙古投资发展呢？

我们看中的是这里优越的营商环境，也

看到了无限商机。 特别是随着互联网、

制造等大企业落户内蒙古，我们更是信

心十足，充满憧憬。 ”张顺彩说。

“内蒙古商业就像一座富矿， 市场

潜力巨大 ，在广阔天地里，民企大有可

为!”这是张顺彩对未来内蒙古发展的感

叹。

张顺彩说：“我们公司的发展宗旨就

是让内蒙古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让内蒙古的人民生活更美好。 目前内蒙

古正处于经济腾飞的时期， 蕴藏着巨

大潜力和无限商机，是投资者大展宏图

的黄金高地，是创业者铸造辉煌的理

想乐园。 希望更多企业家来内蒙古同行

创业 。 ”

浙江商人张顺彩眼中的内蒙古

广阔天地 商机无限

本报讯（记者 卉平 张鑫）

8月8日，

由自治区商务厅主办、自治区餐饮与饭

店行业协会承办、自治区餐饮与饭店行

业协会名厨专委会、小吃专委会协办的

“2022 内蒙古特色食材厨艺大赛” 在呼

和浩特举办。

“2022 内蒙古特色食材厨艺大赛”

旨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

古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把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成为绿色农畜

产品生产基地，挖掘内蒙古自治区独具

特色的绿色农畜产品资源及有机绿色

食品食材，实现自治区绿色农畜产品及

优质食材向餐饮业的高质量转化 。

本次大赛以“新起点、新技能、新梦

想”为主题，坚持“继承、发扬、开拓、创

新”的方针，挖掘利用内蒙古特色有机

食材，创新经典菜品，打造特色餐饮文

化。 通过厨艺大赛总结餐饮体系化建设

的业绩和成果，展示餐饮烹饪技术与文

化魅力。

第八届全国烹饪大赛总冠军，来自

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旗“乡厨子”的李

金荣专程赶来参加厨艺大赛， 担任评

委，特意带着嫩江的野生鲫鱼现场制作

了一道鱼羊鲜菜品让专家和参赛选手

赞不绝口。

“餐饮业已成为拉动农牧业高质量

发展的根本牵引力。 通过这次特色食材

厨艺大赛， 充分展示内蒙古食材品质

化，餐品艺术化，文化沉浸化这样的蒙

餐的容量和内涵，多元体现蒙餐的丰盈

和未来的前景。 ”内蒙古餐饮与饭店行

业协会会长郎立兴表示，内蒙古得天独

厚的广袤大地，为餐饮业提供了大量绿

色天然的优质食材。 内蒙古餐饮界近些

年来一直坚持“好食材、好味道、好平

台”助力产业融合发展。 餐饮业对农畜

产品及其各类好食材的旺盛需求，将

极大刺激农副产品的供给，从而促进农

业增效、农村发展、农民增收，对乡村振

兴意义重大。 通过餐饮赋能将自治区

的农牧业变成富民强区、强区富民的产

业，真正实现增产增效，绿色高质量发

展是我们餐饮界的美好愿景和努力方

向。

他表示，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对餐饮行业造成的影响，餐饮界从上到

下，从自治区到各盟市，都在提振行业

士气，不断克服困难，鼓舞信心，使餐饮

业尽快恢复热火朝天的烟火气。

全区共有 9 个盟市，40 多家餐饮企

业派出 61 名选手参加了本次特色食材

厨艺大赛。

作为内蒙古餐饮供应链专业委员会

主任单位，内蒙古圣天生鲜平台也把新

鲜食材运至大赛现场，为选手们的厨艺

锦上添花。

通过一天的紧张比赛，大赛评选出

特金奖、金奖、银奖获得者。 其中特金奖

获得者为李海龙、佟希军、金峰、马慧

文、徐学锋、耿永双、张栋栋。

新起点 新技能 新梦想

“2022内蒙古特色食材厨艺大赛”

奔着烟火气来

参赛选手制作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