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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百年匠艺 古法蒸馏酿造
榆树钱酒喜获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赛双料金奖

据悉，大赛历届评委会成员都在烈性酒领域具
有一定的成就与地位，且遍布不同岗位，保证了品
评的深度与广度。大赛评选过程采用盲品打分，一
切靠品质说话，最重要的是，赛后还会在市场上进
行不预知抽样检查，以确保获奖酒与市售酒的一致
性。层层严选，每一枚奖章都极具含金量。由此可
见，从全球2030款样品中脱颖而出、夺得双料金奖
绝非易事，“榆树大曲1972”“榆树大曲部优”做到
了。

从1812年聚成发烧锅到现在吉林省榆树钱酒业
有限公司，从榆树钱酒厂到现在的国家AAAA级旅游
景区——榆树钱酒文化庄园，从吉林名酒到如今
“榆树大曲1972”“榆树大曲部优”荣登布鲁塞尔国
际烈性酒大赛金奖榜单，蜚声中外。即使时过两百
多年，榆树钱酒无论从生产工艺、品质还是口感
上，也皆是可圈可点，传承百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酿酒技法，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
酒海群原酒储存工艺，此次斩获双料金奖也向消费
者展示了自己的实力。

长白山源头好水，天下第一粮仓好粮，成就榆树
钱好酒。榆树钱酒由古法蒸馏酿造工艺酿造，每一滴
经榆树钱酒业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酒海
群以及陶坛贮藏多年，每一滴基酒具有酒海香（松
香），蜂蜜香，松香以及老酒陈香，追求极致，酒香
醇正，是中国北派浓香（酒海浓香）代表酒。

榆树钱酒业起源于1812年聚成发烧锅，1946年
被榆树县政府接收，后改名为榆树国营造酒厂，1972
年，榆树大曲品牌诞生，2001年榆树钱品牌诞生。榆
树钱酒业一直以传承古法匠艺为己任，致力中国白酒
文化传播，未来20年，榆树钱酒业立志做中国名
酒、打造世界性古法传承酒海酒庄。

为庆祝榆树钱酒业再次荣获布鲁塞尔国际烈性
酒大赛双料金奖，榆树钱酒文化庄园举办了庆祝
活动，员工们对于榆树钱酒业荣获被誉为“酒中
奥斯卡”和“烈酒奥运会”的奖项表示十分自豪
与开心，并希望继续为榆树钱酒业的发展做出自
己的贡献。

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赛诞生于 1999
年，获得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赛奖牌，意味
着产品得到世界性的品质认可，是酒行业的殊
荣。

美国东部时间2022年6月20日-24日，素
有“烈酒奥运会”之称的第23届比利时布鲁
塞尔国际烈性酒大赛 （SpiritsSelectionby
CMB）举行。

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名国际评委，
按照赛事规定，最终评选出大金奖、金奖、银
奖三大奖项，并诞生一枚特别嘉许奖有机烈酒
奖章（OrganicSpiritTrophy）。

吉林省榆树钱酒业有限公司的产品“榆树
大曲1972”和“榆树大曲部优”在来自60个
国家和地区的2030款样品中斩获两枚金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
到四川考察调研，在2017年全国两会期
间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为四川发展把
脉定向，要求“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
阶，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上奋力谱写四川发展新篇章”。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四
川干部群众锐意创新、埋头苦干，推动
区域协调发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践
行绿色发展理念、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巴山蜀水更加秀美、人民生活更加
幸福。

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

2018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赴
四川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时强调，要
夯实实体经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强化创新驱动，推动城乡区域协调
发展，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

走进川渝高竹新区四川渝兴宇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车间，12条生产线马力
全开。“下半年的订单都排满了！”公司
生产部负责人王海成介绍，公司正在扩
建二期项目。

高竹新区是川渝两地在毗邻区共同
设立的首个跨省省级新区。这里的企
业，享受两地优惠政策就高不就低，付
出的要素等成本就低不就高。

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战略
牵引，四川坚持以区域布局统筹生产力
布局，加快构建“一干多支、五区协
同”区域发展新格局，着力打造高质量
发展的动力系统。

2021 年，成都经济总量接近 2 万亿
元，辐射作用日益彰显；成都平原、川
南、川东北、攀西、川西北五大片区竞
相发展。

以区域协同为依托，进一步挖掘释
放科技创新资源优势，四川把发展特色
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作为主
攻方向，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大企业

大集团，形成现代产业体系的主体支撑。
“紧固件是制造业基础零部件，看似

简单，却对材料和工艺有很高要求。”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眉山中车紧固件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邓涛说，“我们之所
以能把一颗铆钉做到先进水平，填补国
内空白，靠的就是技术攻关。”

2020 年，四川全省研究与试验发展
经费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 1055.3
亿元，而2012年为350.9亿元。

老国企长虹集团，紧贴用户、紧跟市
场、紧抓创新，蜕变为消费电子领域的国
潮“新势力”。深耕农牧行业的民营企业新
希望集团，不断延伸产业链，跻身“世界
500强”。创业不到10年的极米科技，快速
成长为智能投影行业龙头企业，顺利登陆
科创板……

10 年间，四川经济总量连跨 3 个万
亿元台阶。2021年，四川经济总量突破5
万亿元，达到53850.8亿元，较2012年增
加一倍多。

守护好这一江清水

2022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
考察时强调，四川地处长江上游，要增
强大局意识，牢固树立上游意识，坚定
不移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方
针，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守护好这
一江清水。

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忠实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全面打响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加快绿色转型。

长江重要支流沱江流经地，是四川
城镇最集中、人口最密集、经济实力最
强的区域，也一度成为全省乃至长江上
游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四川近年来
坚持“零容忍”，严厉查处环境违法案
件，设立五级河长1万余名，建立流域横
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变水污染防治

“分散治理”为“协同治理”……沱江再

现水清岸绿。
夏日傍晚，站在“万里长江第一

城”宜宾三江口眺望，江水滔滔、远山
滴翠，蜿蜒的亲水步道上，游人如织。

曾几何时，“化工围江、污染绕城”
困扰宜宾。近年来，当地铁腕治污、强
力减排，引进智能终端和动力电池产
业，经济支柱产业由“黑”转“绿”，母
亲河重焕生机。

为保护长江流域渔业资源，四川严
格落实“十年禁渔”政策，长江流域
10257艘渔船、16480名渔民全部实现退
捕上岸。1986年开始就在长江和赤水河
捕鱼的李庆余，2019年退捕上岸，如今
成为赤水河流域调查员，协助中科院水
生生物研究所的专家进行鱼类采样监
测，他说：“水里不捕，鱼儿又多了起
来。”

推进减排、抑尘等“五大工程”，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率达 90.8％；开展绿化
全川和长江廊道造林行动，2021年末全
省森林覆盖率升至 40.2％；实施重点流
域综合治理，长江10个出川断面水质全
部达标。

如今的巴蜀大地，天更蓝、地更
绿、水更清，产业“含金量”“含新量”

“含绿量”不断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画卷正徐徐铺展。

全心全力把老百姓的事一件
一件办好

2013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芦山
地震灾区考察时强调，恢复重建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科学规划，精心组
织实施。

红色琉璃瓦、棕色漆木墙，修旧如旧、
一步一景……芦山县龙门镇是“4·20”芦
山强烈地震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如今变身乡村旅游热门目的地，群众住进
好房子、腰包里面有票子。

历经多次强烈地震冲击的四川，自
强不息、坚韧奋进。异地重建的北川新
县城，生机勃发；恢复重建的九寨沟，
美丽依旧……

中国共产党执政，就是要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一步步向前推进，全心
全力把老百姓的事一件一件办好，让老
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脱贫攻坚，是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必须打赢的一场硬仗。党的十八大以
来，四川尽锐出战，从大小凉山彝区到
高原涉藏地区，从秦巴山区到乌蒙山腹
地，干群并肩下足“绣花”功夫苦干实
干，88个贫困县、11501个贫困村、625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200多亩油橄榄树郁郁葱葱，高高的
枝头挂满了果实……在曾令人揪心的

“悬崖村”——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阿
土列尔村，2020 年贫困村民搬下悬崖、
入住县城边的现代社区。如今，山上的
老村子搞起了旅游、发展起经济作物。

加快农村发展、改善农民生活，脱
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奋斗的起点。
作为农业大省，四川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把发展现代农
业作为重中之重，把粮食生产抓紧抓
牢，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

四川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出台耕地保护党政同责目标考评细则，
开展农村撂荒地专项整治。坚持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大力实施粮食作物良种
繁育、标准化生产、高标准农田建设。

“截至2021年底，四川累计建成高标
准农田 4989 万亩，形成一批‘集中连
片、能排能灌、旱涝保收、宜机作业、
稳产高产、生态友好’的粮食主产区。”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2021 年四川粮食产量达到 716 亿斤，比
2012年增加53亿斤。

近年来，川猪、川粮油、川菜、川
茶等综合产值相继突破千亿元。“好味
稻”“天府菜油”“东坡泡菜”……越来
越多的“川字号”名优农产品远销川
外，农业大省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四川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
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保持“拼”
的 精 神 ， 拿 出 “ 闯 ” 的 劲 头 ， 发 扬

“干”的作风，在新征程上奋力谱写治蜀
兴川新篇章。

（新华社成都8月1日电）

四川：在新征程上奋力谱写治蜀兴川新篇章

（上接1版）
“作为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向世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无限魅力，又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
文明进步发展中彰显出持久深厚的磅礴力量。”李佳道出党校教
师们的共同心声。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永无止
境。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资政研究部主任王维翊表
示，要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通过学习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拥护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通过学习增进对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的认识和理解，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动力和能
力，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据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记者1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获悉，人社部、全国总工会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做
好高温天气下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协调劳动
关系三方指导和督促用人单位合理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的户
外工作时间，尽量避开酷热时段作业，适当增加劳动者休息时间
和轮换班次，尽量缩短室外连续工作时间。

通知强调，要指导和督促用人单位落实各项防暑降温措施，
对不适宜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及时协商调整工作任务，并及时
向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多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加强
高温天气下劳动者权益保障

8月1日，武警广西总队玉林支队某部练兵备战，特战队员
携枪通过壕沟。

军人的节日有欢乐、有休整，更有坚守和奉献。昨天是八一
建军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在各自战位上，以军人特有的方
式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 （新华社发）

八一：我们的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