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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符号，洞见一个品牌长盛不衰
的基因密码；

一个数字，解码一脉酱香生生不息
的本质力量；

一个年份，见证一个时代山河同辉
的岁月记忆。

“茅台1935”，于1月18日晚上7时，
在中国酒文化城“源远流长”广场正式上
市发布，定价 1188元，揭开了大众期盼
已久的神秘面纱。

“茅台 1935”取名源自 1935年发生
的一段铭刻岁月但又沉寂历史的茅台故
事，这一年，茅台前身烧房展品在“西南
各省物资展览会”上荣获特等奖。由此
推出“茅台 1935”酒以传承茅台底蕴、铭
记历史经典。

“茅台1935”：取匠心而作 向美好
而生

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茅台酒
股份公司董事长丁雄军在致辞中，以“喜
逢茅台 1935”为主题，和参会嘉宾分享
了三点。

一是与历史相逢，尽显文化厚重。
中国酒文化历经千年沧桑而生生不息。
赤水河畔生活的濮人，把清洌的甘泉与
自然的馈赠，酿造成馥郁、醇香的琼浆玉
液。从历史轨迹看，始于秦汉、熟于唐

宋，精于明清、盛于当代。无论是汉武帝
称赞“甘美之”，还是“秦商聚茅台”，无论
是1915年智夺“金奖”，还是1935年荣获

“特等奖”，茅台酒都是中国酒文化和中
华传统文化的融生之作，演绎了“酒文化
的极致”。“茅台 1935”的推出就是一场
历史重逢、文化探寻之旅。

二是与品牌相逢，尽显茅台品质。
品牌源于品质，传奇始于传承。“茅台
1935”作为茅台股份重磅推出的品饮雅
鉴级产品，是“茅台酱香股份出品”中的
重量级成员，每一个生产环节，都用工匠
大师般的技艺，熔铸着“质量是生命之
魂”的质量信仰，体现着对新时代五匠质
量观的价值操守。每一处产品细节，都
用独特的艺术形式，把茅台丰富的历史
底蕴、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品牌文化和
对人民生活的美好祝福展现得淋漓尽
致，这是对历史的敬畏、工匠的敬仰，也
是茅台品牌的延续、品质的传承。

三是与喜事相逢，尽显幸福美好。
几千年来，红色在国人心中都是吉祥、喜
庆、幸福的象征。从逢年过节、张灯结
彩，到结婚嫁娶、大型庆典，都是用红色
来表达节日的欢庆、喜事的热闹，一抹

“中国红”，也正被人们赋予越来越多的
情感意义。“茅台 1935”采用端庄而喜庆
的“中国红”，寓意与喜事相逢、与美好相

遇。无论是喜气祥和的“四季”节假日，
春有春节、夏有端午、秋有中秋、冬有腊
八，还是温暖人心的人生“四喜”，又或是
幸福洋溢的人生“八喜”，都是淳朴百姓
对美好生活的不变向往，这也正是“茅台
酱香、万家共享”的价值所在。

“茅台1935”：茅台酱香“品饮雅鉴
级产品”

2021年度贵州茅台酱香系列酒全
国经销商联谊会上，茅台明确提出酱香
系列酒要打好“茅台酱香·股份出品”的
招牌和王牌，“茅台 1935”酒成为了当仁
不让的产品代表。

“‘茅台 1935’的勾兑以和义兴产区
基酒为主基酒，但又采用了相当比例的
茅台酒核心产区基酒。”茅台集团总工程
师、首席质量官王莉从技术环节向公众
介绍这款产品的特点。她说，“茅台
1935”酒的主创团队平均年龄 33岁，都
有 5年以上的勾兑经验，数次在省级勾
兑劳动竞赛中荣获一等奖，是茅台勾兑
团队的中坚力量。

和义兴产区是茅台酱香酒的主产
区，位于茅台总部所在的茅台酒核心产
区下游。据了解，茅台酒核心产区基酒
具有丰满细腻幽雅的特征，和义兴产区
基酒具有典雅柔和细致的特征，“茅台
1935”不同于其他产品的特殊之处，正是
其兼具了上述两个产区基酒的特点。

据知，在“茅台 1935”的勾兑过程
中，整个团队逐一尝评近万个基酒样品，
记录分析每支基酒的感官特点，严格遴
选每一支基酒，对所选基酒的用量与相
互影响进行仔细推敲和斟酌，反复搭配
对比分析，设计了近百版小样方案，经过
近百次的评审，最终确定最佳方案。

经过精心勾兑的“茅台 1935”酒体
呈微黄色、晶莹透亮，延续了茅台产品特
有的隽永含蓄的风格特征，突出表现了
典雅细腻的闻香，醇厚细致的口感，色香
味格有机统一、综合平衡。

“茅台 1935”的包装体现了八十七
年前“以酒送情”的故事。设计师用原创
手绘方式，再现了茅酒之源、川盐走贵
州、茅台酿造工艺等赤水河畔的市井百
态，勾勒出一幅独特的“茅台上河图”，以
此致敬匠心。

“茅台 1935”酒瓶整体以中国红作
为主色调，主题字及手绘插画以金色浮

雕凸起的方式呈现，凸显对时光的镌刻、
对历史的铭记。瓶肩处，层层金色的水
纹纹饰，是对赤水河的情感复刻，也是对
贵州特色山水风土的艺术化诠释，还代
表着时间年轮的沉淀。瓶身印章“茅酒
之源”是原创字体，历经26次修改，凸显

“茅台 1935”源于茅台的硬核品质。顶
部茅台 LOGO 印记，更加强了“茅台
1935”的品牌归属感，明确了其“茅台酱
香·股份出品”的身份，释放出品牌优势
和品质优势的强烈信号。

“茅台1935”：体现“五合”营销立体发力

“喜逢‘茅台 1935’，欲以茅台之光
和独特之美，与同价格带、同消费属性的
产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茅台 1935’的生态自然之美、匠
心芳华之美、平衡协调之美，与其他产品
一起共同构铸茅台大美。”

从发布会当天茅台高层的一系列观
点中，不难看到茅台对于“茅台 1935”酒
的期待——以品质更好、价格更优、文化
内涵更丰富的产品，满足更多消费者对
美好生活的期盼。

值得一提的是，从2021年岁末到目
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茅台已经连续
发布了贵州茅台酒(珍品)、虎年生肖酒、

“茅台 1935”酒等数款产品，旗下产品矩
阵不断丰富，为市场提供了更加多元化
的选择。

按照“品价匹配、层次清晰、梯度合
理”的酱香系列酒 12字品牌产品结构，
茅台酱香系列酒的千元级高端产品将主
打“茅台 1935”品牌；500元到 1000元次
高端产品，主打“汉酱”品牌；200元到
500元大众产品，主打“茅台王子酒”，其
他酒将作为辅助和补充。

在此前召开的茅台集团第六届第二
次职代会上，丁雄军提出持续深化营销
体制改革，实施“五合”营销法，即：资源
整合，实施主动营销法；数字融合，实施
数字营销法；文化相合，实施文化营销
法；品牌聚合，实施品牌营销法；管服结
合，实施服务营销法。

从贵州茅台酒(珍品)、虎年生肖酒
到“茅台 1935”，从茅酒之源到中国酒文
化城，茅台连续选择具有特殊文化象征
意义的地点，发布其重要新品。这一系
列动作背后，正是茅台大踏步实现“五
合”营销法的具体体现。 （李 勋）

循历史而来 取匠心而作 向美好而生

“茅台1935”耀眼面世 品牌内涵丰富回味无穷

“茅台1935”酒在中国酒文化城发布。

展示“茅台1935”产品。

“茅台1935”酒。

丁雄军致辞。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近日，国务院印
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

《方案》指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
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完善实施能源消费
强度和总量双控、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
度，组织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进一步健全节
能减排政策机制，推动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实现节能降碳
减污协同增效、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确保
完成“十四五”节能减排目标，为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方案》明确，到 2025年，全国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能源消耗比 2020年下降 13.5%，能源消
费总量得到合理控制，化学需氧量、氨氮、氮氧
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比2020年分别下
降8%、8%、10%以上、10%以上。节能减排政策
机制更加健全，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和主要
污染物排放控制水平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方案》部署了十大重点工程，包括重点行
业绿色升级工程、园区节能环保提升工程、城
镇绿色节能改造工程、交通物流节能减排工
程、农业农村节能减排工程、公共机构能效提
升工程、重点区域污染物减排工程、煤炭清洁
高效利用工程、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工程、
环境基础设施水平提升工程，明确了具体目标
任务。

《方案》从八个方面健全政策机制。一是
优化完善能耗双控制度。二是健全污染物排
放总量控制制度。三是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
放项目盲目发展。四是健全法规标准。五是
完善经济政策。六是完善市场化机制。七是
加强统计监测能力建设。八是壮大节能减排
人才队伍。

《方案》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部
门和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节能减排工作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节能减排的决策部署上来，坚持系
统观念，明确目标责任，狠抓工作落实。要强化
监督考核，开展“十四五”省级人民政府节能减
排目标责任评价考核，科学运用考核结果。要
完善能耗双控考核措施，统筹目标完成进展、经
济形势及跨周期因素，优化考核频次。继续开
展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完善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制度。要开展全民行动，深入开展
绿色生活创建行动，增强全民节约意识，倡导简
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坚决
抵制和反对各种形式的奢侈浪费，营造绿色低
碳社会风尚。组织开展节能减排主题宣传活
动，加大先进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支
持节能减排公益事业，引导市场主体、社会公众
自觉履行节能减排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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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明显减少，但近期部分地区接连有
本土聚集性疫情报告，疫情扩散和
外溢风险仍然存在。春节临近，返
乡途中有哪些防疫注意事项？春节
期间走亲访友、家庭聚餐需要注意
什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
家进行回应。

提前了解出发地、目的地最新
疫情防控政策

春运到来，如何便捷查询各地
防疫政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国务
院客户端微信小程序中设置了各地
疫情防控政策查询服务，用户可以
选择出发地和目的地，查询各地抵
离政策。

对于乘坐火车出行的旅客，国
铁集团客运部副主任朱文忠介绍，
铁路 12306手机客户端提供购票出
发地与到达地疫情防控政策实时查

询功能，同时还为注册用户提供行
程提醒、列车运行变更通知和电子
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等多项服务。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提
示旅客，要合理规划行程，提前了解出
发地、目的地最新疫情防控政策。

戴口罩勤洗手
平安健康踏上返乡旅途

2022年铁路春运学生流、务工
流、探亲流等基本出行需求仍保持
一定规模。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
具人员密集、人流量大，如何平安健
康踏上返乡旅途？

朱文忠介绍，铁路已经具备旅
行全流程的电子化、自助化条件，建
议广大旅客尽量使用互联网、手机
客户端、自助票务终端等非接触方
式，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据了解，铁路部门延长了互联
网售票改签业务办理时间，提供 24
小时退票服务，同时调整了退票手

续费规则，方便旅客灵活调整出行
计划。

对于乘坐飞机出行的旅客，民
航局飞行标准司司长韩光祖提示，
要全程佩戴口罩、机上不换座、减少
不必要的走动、有序使用盥洗室。

交通运输部应急办副主任周旻
提醒自驾出行旅客，要配合疫情防控
的检查，在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场站停
靠时，要遵守扫码登记、测温等各项
规定，正确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
加强个人防护，减少停留时间。

不搞大操大办
假期做好个人防护不放松

春节期间，不少地区有走亲访
友、举办酒席的习俗。近期，各地纷
纷出台政策，提醒民众假期做好个
人防护不放松。

北京经开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家庭私
人聚会等控制在 10人以内，努力做

到年夜饭家里吃。
深圳市也发布通知，要求全市

各类公共场所严格落实体温检测、
亮码、戴口罩等防控措施，景区景
点、餐饮单位、室内公共场所、密闭
场所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接
纳消费者人数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
的50%，并严格控制瞬时流量。

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
副司长毛德智提示，要因地制宜移
风易俗，不要搞大操大办，家庭聚
会、酒席要严格按照当地疫情防控
要求进行，尽量压缩人员规模，避免
大规模聚集。

毛德智提醒，春节期间尽量减
少外出串门、拜访、聚餐，特别是重
点返乡人员，要自觉遵守相关规
定。确需外出的，一定要科学佩戴
口罩并按时进行更换，勤洗手，少接
触，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有发热或
异常情况第一时间报告、就诊。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春节倒计时 牢记这些返乡防疫提示

1月15日，奥地利维也纳城市公园内的施特
劳斯雕像前，一对父子迈克尔·加斯佩里（左）和
马特奥·加斯佩里手举“一起向未来”的主题口号
和奥运五环标志，祝福北京冬奥会。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日益临近，世界各地的人
们都对这一即将到来的盛会充满期待。不同国
籍、不同肤色、不同职业的人们面对新华社记者
的镜头，用不同语言表达对北京冬奥会的祝福。
让我们携起手来，满怀信心，团聚在奥运五环下，
一起向未来！

（新华社）

祝福北京冬奥会
一起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