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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酒，承中华文明之光辉，凝五谷杂
粮之精髓，聚文人骚客之灵气，代表了我国泱
泱五千年的文化精髓。

德山之酒，源武陵洞庭之丰饶，引甘冽山
泉之醇绵，照古法酿造之技艺，成就了潇湘第
一浓香酒的美名。

百年陈酒十里香
正所谓“好粮好水酿好酒”，地处洞庭湖

平原的常德自古物产丰饶、风光秀美，其独特
的自然环境不仅赋予了德山酒纯净天然之雅
韵， 还使得以湘派古法酿造技艺潜心酿造勾
调的德山酒，更显圆润，回味悠长。

同时， 德山酒业更以千余口百年老窖充
分印证了 “千年老窖万年糟， 酒好全凭窖池
老”的古话。 走进德山酒业酿酒车间，一股浓
浓的酒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 历史久远的木
质大梁、百年风雨的藏香老窖、来回穿梭的酿
酒工人，所有这一切，都呈现出德山酒业传承
至今的种种历史印痕。

我们被眼前场景所陶醉，带领我们参观采
访的德山酒业质量技术总监刘世云向我们娓
娓介绍道：“这些老窖池里， 微生物群特别丰
富，而且活力正值巅峰，再加上特有的窖泥养
护技术，使得这些老窖历久弥芳，不仅使酒体
中以乙酸乙酯为主体的香味成分越来越浓，还
保证了德山酒的酒体香味和谐、绵柔悠长”。

正说着，我们又来到了第二个酿造车间，
工人们正沿袭着续糟混蒸的酿酒工艺， 腾腾
白雾下，悠悠原酒汩汩流淌。 这时，刘总热情
地招呼工人递来一杯刚蒸出的原酒， 轻熏其

味，醇厚悠长、满杯飘香；小酌一口，更是丰满
协调、余味爽净，虽度数较高，但我们还是忍
不住多尝了两口原酒的味道。

看着我们对德山酒的钟爱， 刘总会心一
笑，“这刚刚蒸出的原酒， 其实只能算是半成
品，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不同级别、不同粮质对
其进行分级分批储存， 也就是进入下一道非
常重要的工序———窖藏。 ”

俗话说：“百年陈酒十里香”。 说的就是经
过多年陈放的酒香味浓郁、甜味甘醇、回味悠
长，开坛便能十里飘香。 但是，为什么陈放的
酒就比新酿造的酒香味浓郁呢？

原来， 新酒中的乙酸乙酯能够散发芳香
气味，但因其含量微乎其微，并且酒中的醛、
酸不仅没有香味，还刺激喉咙，所以新酿造的
酒喝起来往往生、苦、涩。 但是如果将新酿造
的酒放在坛子里密封好， 并长期存放在温湿
度适宜的地方，使之慢慢地发生化学变化，酒
里的醛不断氧化为羧酸， 而羧酸再和酒精发
生酯化反应，生成乙酸乙酯，这样陈化后的酒
便酒质醇香，能够散发出浓郁的酒香。

事实上， 这看似简单的过程实际上却非
常复杂。 因这种化学变化的速度很慢，有时，
普酒需要几个月或几年的自然窖藏才能消除
杂味， 有些名酒的陈化甚至需要几十年的时
间； 但是， 如果酒坛不经密封或密封条件不
好，或温湿度条件不适宜，时间长了不仅酒精
会跑掉， 而且还会变酸变馊， 届时则功亏一
篑。

事事皆学问， 看来百年老窖酿就陈年美
酒，决非易事。

酿史悠长窖藏深
姜为老辣、酒为陈香。 白酒的魅力通常体

现在岁月上，当随着窖藏年限的增加，白酒的
质量则会越来越醇。

走进德山酒业偌大的地下藏酒窖， 空气
中渗透出丝丝酒香，沁人心脾。 储存几十年的
窖藏佳酿蔚为壮观，3200 多个 800 斤装的大
酒坛满载着历史遗留的玉液琼浆， 仿佛是久
远的时光隧道，是新奇别致的时光标本，古朴
而不失典雅，灵秀而不失大气。 在这里，我们
宛若置身于中华酒文化里厚重的历史符号
中，真性而宁静，清爽而沉醉。

这“老”酒的厚重，这窖藏的“深”意，无不
展示着德山酒业的全新气魄， 无不书写着窖
藏积淀的历史传奇。 在这种恒温、恒湿、无光
照的环境中， 德山酒在时间的打磨中慢慢老
熟，并随着时光的漂洗愈来愈风华醇美，愈来
愈弥久香醇。

一直以来，德山酒都坚持以“恒温窖藏”
工艺来接受现实的锤炼， 即在传统地窖天然
恒温的基础上， 通过现代科技进一步强化储
藏温度的恒定，并经过长期贮存在恒温（常年
稳定在 15℃到 20℃之间）、恒湿（常年稳定在
50%RH 至 70%RH 之间）的大型储酒窖内自
然老熟， 使在酿制过程中产生的多种微生物

能够正常的繁衍生息和生化反应， 从而醇化
老熟更快，生香更好，口感更甘醇绵柔。

酒为最美， 器有专攻。 德山原酒一经产
出，便全部采用土陶酒坛盛装，以保持酒质，
杜绝异味，促进酒体的成熟与稳定；同时，坛
壁的微细毛孔也具有一定的通气性， 这适当
的微通氧能力， 不仅对封坛酒的老熟具有一
定的促进作用，还有利于低沸点物质的挥发，
从而真正促进酒的老熟生香。

原来，德山酒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演绎
了潇湘第一浓香酒的神话，以蕴纯酒之真味，
以溢唇酒之余香，以享醇酒之内涵，沉醉了世
间空灵，沉醉了湖湘大地，沉醉了亿万酒友们
酣畅的心。

德酒典藏承万载
酒———作为一种可饮用的香水， 微酌一

口，数十秒中在鼻腔中可收获不同的芬芳，这舒
缓而通融的过程，是与食物的交流，是与心情的

交汇。 杯中物，心中事，相映成趣，相得益彰。
数十年来， 德山酒从历史悠久的 “德文

化”中发端，辗转千回，具备了独特的酒文化
魅力； 而德山酒业所倾力打造的高端白酒精
品，也以其古法技艺、久远窖藏，引领着中国
湘派白酒和谐浓香的风范潮流。

步入常德德山经济开发区， 放眼望去，是
一幢幢拔地而起、鳞次栉比的新厂房。 而在这
些新厂房中，有一座花园式的现代与古老交相
辉映的美丽建筑，它就是今天的德山酒业酿造
基地。 在这里，静静伫立着一排排高大整齐、气
势宏伟的不锈钢储酒罐，落日余晖中，披满金
色霞光的这些现代化容器更显得高大威武。

刘总向我们介绍说， 这些储酒罐是为不
同的原酒在经过窖藏老熟后， 按一定的规格
标准进行勾调的储酒装备。 这些不锈钢酒罐
不仅可使经过窖藏后的陈酒免受外界空气和
余氯腐蚀， 其密封式的设计还能够彻底杜绝
空气飘尘中的有害物质和蚊虫， 以确保酒质
不受外界污染，真正实现德山美酒醇香浓郁、
香味协调、绵甜柔顺、余味净长的独特品质。

原来，这历经百年风雨的地下酒窖，这从
60 吨到 1000 吨不同规格的大型不锈钢酒罐
区，一座座“庞然大物”，都是“铸造”德山美酒
弥足珍贵的催化站， 她默默述说着德山酒不
朽的窖藏传奇。

回望历史， 德山酒业历经 60 年风雨洗
礼，一直以德酿酒、诚信酿酒，坚持传统酿造
技法、纯粮酿造、恒温窖藏，不仅完美诠释了
“酒品即人品，酿酒即做人”的千古名言，还真
正造就了德山酒醇香浓郁、 口味悠长的典藏
记忆。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今天，德山酒业正
继续坚持诚信经营，汲日月之精华，承百年之
工艺，树窖藏之典范，造德酒之佳品。 我们期
待着她作为湘派浓香酒之典范冲出湖南，走
向全国的那一天！

热烈祝贺“德山大曲酒”荣获国家银质奖五十周年系列报道之五
德山酒工艺篇之三

本刊记者 杨振华 郑莺莺 摄影 文雪花

自问青天酒一杯，满怀相思终生醉。
回望历史，自古文人骚客们大都狂放不羁、视酒如宝。“五花马，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李白是何等洒脱；“盘飧市远无兼味，
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的杜甫更是沉醉于酒；
甚至于白居易都道出了“身后堆金拄北斗，不如生前一樽酒”的千古名言。

酒，如何能被文人墨客如此喜爱？

问酒哪得妙如许？ 窖藏陈酿赋酒魂

今年，攸县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省、市各级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坚
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
立足防范、狠抓监管、深入打非治违，实现死
亡和受伤人数、经济损失双下降。

攸县是全省安全生产监管重点县，也是
全国 50 个煤矿重点监管县之一。 今年来，由
县“打非治违”领导小组牵头，攸县组织煤
矿、非煤矿山、消防、工业、交通、食品药品、
建筑、教育、林业等 9 个专业安委会，相关部
门和乡镇通力配合，深入到各生产、经营现
场进行违章、违规、违法行为排查整治。 同
时，建立群众安全监管员制度，并联系县电
视台等媒体进行跟踪报道，发现问题及时曝
光，将安全隐患公之于众，引起社会高度重
视。 还主动与兄弟县市协调联络，互通信息，
联手打击边界地区非法开采行为。 今年该县
仅煤矿安全生产集中执法专项行动就已开
展 60 多次，出动执法检查人员 930 多人次，
打击非法生产 25 人次， 治理违规违章行为
600 余处， 治理煤矿、 水害瓦斯隐患 90 余
处。

攸县煤铁资源丰富，“五小”工业较为发

达，涉危企业门类齐全，现有煤矿 94 家、铁
矿 29 家、尾矿库 29 座、石料矿 38 家，烟花
爆竹生产企业 30 家，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13 家。 为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精细化管理体
系，攸县相继出台了《全县安全生产责任目
标管理考核办法》、《攸县生产安全事故举报
奖励办法》、《煤矿安全监管工作考核办法》、
《安委会工作规则》、《乡镇安监站目标管理
考核办法》等。 今年先后举办 14 期高危行业
生产经营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从业
人员安全培训班，培训 2.4 万余人次。

今年初， 根据煤矿在不同时段的特点、
安全隐患排查难易程度等情况，攸县将煤矿
分为Ⅰ类、Ⅱ类、Ⅲ类，科学编制全年煤矿安
全监管执法工作计划， 划分为 9 个监管组，
对全县 94 个煤矿实行分片分区、 分类分重
点监管。 为规范煤炭开采秩序，提高安全监
管和集约开采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县委、

县政府、县安监局、县煤炭局顶住巨大压力，
克服重重困难， 又将 94 家煤矿企业兼并重
组为 14 个集团公司。 目前 7 个集团公司已
基本组建完成，并对各个集团公司实行“统
一组织架构设置、统一公司章程制度、统一
安全技术管理、统一财务票证管理、统一火
工产品管理”的“五统一”管理，严格要求各
集团公司配备安全和技术监管力量，统一负
责各矿井的安全生产管理。 同时，有序推进
安全生产责任险工作， 今年已完成保单 78
笔，金额达 88.2 万余元。 还突出解决了矽肺
人员住院伙食补助问题，提高了补助标准。

为全面推行正规开采和正规循环作业，
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全县投入资金上亿元，
引进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鼓励和引导企
业淘汰落后设备、产能，实施支护改革和机
掘机采。 目前已有 3 家煤矿回采工作面实现
了机械化采煤，6 家煤矿实现单体液压支护，
70%以上实现了机械化装岩，50 多家煤矿安
装了架空乘人装置， 完成示范矿井创建 17
家。 其中，吉林桥煤矿技改成功通过省市验
收，年生产能力达到 21 万吨。 现有 1 家煤矿
达一级标准，2 家煤矿达二级标准，91 家煤
矿达三级标准。

此外， 为提高全社会安全生产意识，攸
县今年还举办了 6 次安全知识咨询活动，发
放安全宣传资料 2 万余份，赠送安全知识扑
克、文化衫等宣传礼品 4000 余套，发送手机
安全短信 2 万余条。

杨振华 封锐 文雪花

攸县打非治违狠抓安全生产

引
言

近日， 从中华全国总工会传来喜讯，常
德鼎城区地税二分局荣获“全国模范职工小
家”称号，这也是迄今为止鼎城区范围内第
三个获此殊荣的单位。

该局自 2003 年争创省级 “模范职工小
家”后，一直以“稳增长、夯基础、强素质、优
服务、争先进”为工作重点，十五名工会小组
会员同心同德，攻艰克难，通过开展劳动竞
赛、征管比武和登山、排球等体育运动，努力
建设“先进小家、和谐小家、服务小家、幸福
小家”，先后获得市级“五一先锋号”、“芙蓉
标兵岗”、“优秀党支部” 等光荣称号， 在区
“执法环境行风测评”中连续六年排名第一。

收入规模再上新台阶
2013 年，面对高基数、高增长的税收计

划和税源结构不合理的现状，分局长潘汶墙

积极调度，全局干职勤征细管、应收尽收，收
入规模首次突破 1.7 亿元大关， 全年累计组
织收入 17673.38 万元， 同比增收 1568.05 万
元，增幅 9.74%。

队伍管理再聚正能量
区局人事调整后，分局征管力量极度欠

缺，在职干部 14 人，平均年龄 46.8 岁，单位
纳税人 310 户，个体征税户 490 户。 面对现
状，局务会讨论通过取消内勤岗位，副分局
长云清安、肖运霞勇挑重担，其他干部也竭
尽所能、通力合作，分局氛围春意盎然。

安全征管再现高水平
加大信息管税力度，加强国税达起征点

户的清理工作， 清理办证调税 436 户次；抓
好营改增工作的清理与移送，全年对“营改
增”纳税人进行了近四次清理，移交纳税人

资料 171 户次；加强发票管理，规范发票领
用存及缴销手续， 建立健全发票领用台账；
加强税源监控和安全征管考核，在区局组织
的征管质量大验收检查中名列第一。

政策执行再树新标准
加强减免税备案和审批管理， 完善风险

防控机制， 全面落实失业人员再就业等税收
优惠政策，受理减免申请 35 户次，减免税款
139.87 万元； 踏实做好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
自行申报工作，入库个人所得税 231.72 万元；
全面做好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工作，预
缴补报企业所得税 317.95 万元； 重点加强房
地产税收一体化管理， 通过对开发楼盘的项
目管理、跟踪管理，保证税款及时安全入库，
共征收房地产所属税收 10800 万元。 在区局
组织的执法检查评比中名列第一。

永定区地税局在“元旦”、“春节”来临之
际，采取“家庭助廉、警示讲廉、社会评廉、考
核述廉”措施，抓好“两节”廉政建设，保障税
收征管队伍安全。

一是落实家庭助廉。分单位组织召开家
属座谈会，向家属发出“家庭助廉”责任书
168 份，倡议她们争做支持地税廉政建设的
“贤内助”、“廉内助”。二是强化警示讲廉。分
层次组织干部学习各级加强作风建设的有

关规定和“贺年卡”禁令，观看廉政电教片，
通过信息平台给党员干部发廉洁短信 16
条，在内心深处产生震撼，自觉践廉于行。三
是实行社会评廉。开展地税廉政文化建设走
访活动，发放征求意见表 260 份，收集廉政
建议 3 条。 四是做实考核述廉。 结合年度工
作总结，对每个干部的工作作风、廉洁自律
等情况进行实打实的自评、讲评、考评。

（全耀平）

圣诞、元旦即将来临，为了切实做好今
冬明春防火专项行动，力求将火灾源头扼杀
在摇篮中，近日，由益阳市消防支队牵头，公
安、质监、工商多部门联动，在全市开展消防
产品领域专项检查，并就收缴的假冒伪劣产
品集中销毁， 近 1000 余件假冒伪劣产品顷
刻间 “葬身火海”。

消防监督人员对福中福、沃尔玛、步步
高商城等大型人员密集场所以及辖区一些
重点单位、在建工地和消防产品经销、仓库、
维修单位逐一进行现场核查，全面建立消防
产品质量档案， 重点对消防应急照明灯、灭
火器、 防火涂料等消防产品进行了认真检
查，对所有不合格产品集中收缴。

消防官兵采取切割、碾压、砸砍等方式
对现场不合格的灭火器、应急照明灯、消防
安全指示标识、防火门等消防产品逐一进行
了销毁。 在销毁现场，支队宣传员还向现场
观众讲解了假冒伪劣消防产品的鉴别方法、
危害后果以及使用假冒伪劣消防器材的典
型案例等。

此次销毁行动，有效震慑了非法生产和
销售劣质消防产品的违法行为，营造了强大
的社会舆论攻势，切实提高了群众消防安全
意识， 规范了各类场所使用的消防产品，极
大的净化了消防产品市场环境。

（杨振华 文雪花）

今年 4 月，由省旅游局指导，湖南日报社
组织发起，湖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等单位提供学术支持，《湖南日
报》、湖南在线具体宣传推介的“德山酒业杯”
首届湖南最美村镇、山（农）庄、最美景区（点）
推介展示活动暨“3521 旅游创建工程”名镇名
村名店宣传推介活动在各级相关领导大力支
持下已隆重启动。 近 8 个月来，通过各市州、
各县市区旅游局大力支持推荐， 宣传展示评
定活动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并在《湖南日报》
与湖南在线推介展示了一部分特别优秀的单
位，社会反响良好。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由于
全省面积大、范围广、涉及单位多，而工作人
员人手有限，致使活动进度不一，目前尚有部

分地区工作未能及时完成。
在实现 “伟大中国梦”， 努力建设打造

“美丽湖南”、促进我省旅游经济发展的号角
声中，为将此次活动顺利推进并最终圆满完
成，经请示有关领导同意 ，特将 “德山酒业
杯”首届湖南最美村镇、山（农）庄、最美景区
（点）推介展示活动暨“3521 旅游创建工程”
名镇名村名店宣传推介活动推延至 2014 年
12 月底结束。

特此公告。望相关领导及单位继续大力
支持。

湖南最美村镇、山（农）庄推介展示活动
组委会

2013 年 12 月 20 日

安全花絮

“德山酒业杯”首届湖南最美村镇、山（农）庄、
最美景区（点）推介展示活动暨“3521 旅游创建工程”

名镇名村名店宣传推介活动公告

杨振华 潘汶墙 云清安

永定地税：四“廉”并举保障队伍安全

发挥职工小家职能 推进地税安全发展
———鼎城地税二分局喜获“全国模范职工小家”殊荣

攸县县长龚红果主持召开全县安全生产
集中大检查安排部署会议

攸县县委书记胡湘之（右一)、县长龚红
果(右二)正在调研烟花企业。

德山酒“古法酿造 ”非物质文化
遗产第六代传人、德山酒业质量技术
总监刘世云女士。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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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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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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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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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酒
的
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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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

安全生产三湘行

美丽湖南 安全先行

益阳：重拳出击假冒伪劣消防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