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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赤水河畔的中国酒都——
仁怀，青山绿水、四季分明；红色文化
源远流长；酱酒之都，酱香四溢。走
进仁怀，独具特色的酱酒庄园，非物
质文化的酱酒工艺，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世代耕作的山水田园，红军长征
四渡赤水的战斗遗址……“红白绿”
交相辉映，无不在讲述关于仁怀的诗
与远方。

红色是仁怀的本色

仁怀不仅以茅台酒的故乡驰名，
也是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斗过的地
方。“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
兵。”1935年，中央红军转战仁怀两个
多月，足迹遍及仁怀多个乡镇。仁
怀，也因此列入全国12个重点红色旅
游区，有 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
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长岗镇是仁怀市的南大门，旧名
长干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历经仁
怀转战的乡镇之一。1935年 3月，红
军在这里开展革命宣传活动，留下了
毛泽东住居、红一军团干部会议旧
址、红军医院遗址等三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走进如今的长岗镇，随处可见充
满红色革命元素的标识，房屋建筑、
道路街区等与红色革命元素融为一
体，一九三五主题文化街区更是让革
命老区焕发新貌，充满活力。每逢节
假日，长岗镇就吸引了不少省内外游
客，大家到这里聆听革命先烈的感人
故事，接受长征精神的洗礼。

“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途中精彩
绝伦的军事行动之一，其中的三渡赤
水就在茅台镇。”站在茅台渡口纪念
碑下，游客们听着解说员的讲述，对
那段红色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在茅台酒镇景区，横跨赤水河上
的红军桥，成为游客的打卡圣地，他
们不时用手机、相机记录美好瞬间，
感受不一样的红色之旅。

外地游客王万梅说：“关于茅台的
红色文化，过去在电视上看过，听老一

辈人讲过，但没有亲身体验过。现在趁
着假期，专门带家人来这里看一下。”

在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园，四片浪
柱形的建筑依次错落重叠而成的塔
身，象征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的
丰功伟绩，纪念塔北侧有四幅浮雕，
再现了当年红军四渡赤水时的雄伟
壮观景象。

仁怀推出的红色文化·体验之
旅、红军小道·体验之旅等精品旅游
路线，以及长岗镇红色亲子研学徒步
等红色主题系列活动，让游客探寻红
军长征在仁怀的足迹，了解到中国共
产党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
炼就的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的革命精
神，让红色基因永远流传。

白色是仁怀的特色

来到仁怀的游客，很多的是想亲
身沉浸在诸多美酒佳酿的甘醇里，在
酒香的陶醉中用蒙眬醉眼欣赏仁怀
的山河壮丽。

早在2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仁
怀就有了早期的酿酒习俗。历经千
年磨砺，仁怀酱香酒形成了堪称“活
化石”的传统酿造技艺，加之不可复
制的气候环境和得天独厚的品质，成
就了享誉世界的茅台美酒，也成就了
特色鲜明的酱香仁怀。

围绕“贵州第一、国内一流、世界
知名”目标定位，立足资源禀赋，发挥
比较优势，做足酒文章，做深酒文化，
走出一条“以酒带旅 以旅促酒”的
酒旅融合发展新路，仁怀旅游产业持
续井喷。

仁怀以茅台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为
基础，打造茅台酒厂工业旅游区、茅台
酒镇国家 4A级景区、酱酒文化纪念
园、《天酿》剧场等酒旅融合景区景点，
引导白酒生产企业发展酒庄，打造国
台酒庄、夜郎古酒庄、金酱酒庄、黔台
老酒坊、怀庄酒庄等20余个酒文化体
验地，不断推动酒旅产品融合。

其中，天酿景区与茅台酒镇景区
隔河相望，在景区的观景台可以最直

观地感受酱酒酿造的地理环境。而
景区《天酿》剧，则用天赐、天问、天
遇、天路、天宴剧幕加上现代科技声、
光、电、全息影像，展现出茅台酱香古
法酿造全过程。

位于仁怀市名酒工业园区的国
台酒庄，通过让游客深度体验、参观
酱香白酒的生产工序、勾调品评、包
装定制等过程，满足游客对酱酒文化
的体验需求。

“我们酒庄融合了酱酒文化与旅
游文化，集文化体验、产品展览、实物
观光等功能于一体，兼具工业旅游和
文化旅游的复合功能。”国台酒庄讲
解员唐会琴说。

“以酒旅融合为抓手，创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工业旅游示范
区，建成国家酒旅融合示范基地，丰
富和壮大‘红白绿’创新型旅游产品，
推出红色文化研学游、酱酒之心探秘
游、美丽乡村度假游等精品旅游线，
把旅游业培育成又一支柱产业。”仁
怀市文化旅游局相关负责同志介绍，
为加快仁怀市旅游产业化进程，促进
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仁怀市制定了
旅游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提
出到2025年，旅游产业综合实力明显
提升，经济效益大幅增长，旅游接待
总人数达1700万人次以上，实现旅游
总收入达到 200亿元以上，旅游人均
消费水平超过1200元。

绿色是仁怀的底色

走进茅台镇一座酿酒车间，热气
蒸腾，酱香扑鼻，工人们正忙着翻拌、
加曲、堆积、上甑……与大多数酒厂
不同的是，在烤酒环节，这家用的是
电酿酒。

“过去，我们上甑主要是靠燃煤
烧水，不仅需要一个多小时，烤完酒
后还会产生废水。另外，这样烧的水
温度不稳定，酒的品质也不好把握。”
酒厂负责人马俊说，去年5月起，在政
府的支持下，酒厂开始改用电酿酒。

“电锅炉内气压稳定可控，且几

乎不产生废水，减少了污染，降低了
生产成本，不仅做到了绿色生态，也
使酒的质量更加稳定。”马俊说。

绿色、环保开始成为白酒产业的
发展趋势，仁怀越来越多的企业施行
煤改电，使用电酿酒。

对白酒产业而言，守好发展和生
态两条底线，就要转变发展思路，走
绿色发展之路。只有坚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才能在实现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守好绿水青山这
个绿色家底。

金酱生态酒庄位于茅台镇中华
村，占地面积 170余亩，建有生态酒
库、基酒储罐区、酒文化展示区、酱酒
科研室、酒文化广场、包装车间、半成
品及成品库房、生态停车场等，酒庄
以文化为载体、生态为基础，充分利
用汪氏家族文化、茅台地域文化、酒
文化等资源优势，集旅游、包装、品
鉴、储存、定制为一体，走“酒+生态旅
游”的发展之路，成为极具茅台地域
特色的精品酒庄。年接待游客量约8
万人，年包装量达 1200多万瓶，成为
引领仁怀白酒产业绿色发展的特色
示范项目之一。

近年来，仁怀传承红色基因，发
挥生态优势，推进全景式规划，全季
节体验，围绕做足文旅、农旅、酒旅三
篇文章，加快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有关项目、国家级赤水河谷旅游
度假区、世界名酒文化旅游带，培育
出“红白绿”三色辉映独具特色的文
化旅游产品；精心策划了红色文化体
验之旅、红军小道体验之旅、神秘茅
台探秘之旅、精品酒庄体验之旅、赤
水河谷度假之旅、美丽乡村生态之旅
6条精品旅游线路，进一步提升游客
体验感、参与感。

2021 年，仁怀市共接待游客
769.71万人次，过夜游客 293.57万人
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79.47 亿元。
2021年，仁怀前三季度旅游产业化指
数排名全省Ⅰ类地区第 6位，较上半
年提升4位。 （据《贵州日报》）

“红白绿”交相辉映 旅游有诗有远方

仁怀做足文旅农旅酒旅三篇文章
近日，记者从 2022年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获悉，

2021年全省生态环境系统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
推进突出问题整改，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迈出坚实步伐，全年未
发生重特大生态环境污染责任事故和环境事件，未发生辐射事
故，生态环境风险防控扎实有效，全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优良水
平，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实现了“十四五”生态环境
保护起步之年良好开局。

大气环境方面，2021年全省 9个中心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平
均优良天数比率达 98.4%、88个县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
良天数比率达98.6%，全年未发生重污染天气。

水环境方面，全省 119个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
98.3%，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 100%，
全省河流出境断面全部达到优良水质，乌江、赤水河干流水质达
到二类标准。

土壤污染防治方面，在全国率先实行土壤平行样采测规定，
完成19个污染地块风险评估或治理效果评估报告评审，新增污
染地块修复治理面积69.43万平方米，累计达196.96万平方米，
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100%；完成400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任务，499个地下水样品全年采样监测。

固废治理方面，全年完成工业渣场、尾矿库环境治理 103
座，医疗废物收集率、安全处置率均达100%，全年全省磷石膏产
生量 1203.21 万吨，利用处置量 1326.66 万吨，利用处置率
110.26%。

此外，2021年全省各地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推进突出问题
整改。截至目前，中央层面交办139个问题，已整改完成132个，
剩余7个按“一问题一方案”推进，整改成效总体较好，整改完成
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转办2307件信
访件，已办结887件，阶段性办结673件，其余按时序办理中；省
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发现问题2110个，已完成整改
1883个；已完成十大污染源治理工程 11个、十大行业 128家企
业 356 个问题整治，有效解决了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据《贵州日报》）

2021贵州省生态环境质量
继续稳居全国前列

本报讯 （记者 樊明富）当前，正是辣椒育苗季节。记者
近日在播州区鸭溪镇乐理、金钟等村看见，各辣椒种植大户、专
业合作社正在购置辣椒生产所需的种子、育苗基质等物资，辣椒
产业发展做到早安排早落实。

该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辣椒产业发展并及时召开专题会研
究部署辣椒产业工作，明确正科级领导包片，副科级领导包村，
一般干部包组，农业服务部门包指导的“四包责任制”。

镇财政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仍拨付资金 150万元用于发
展辣椒产业。卓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贵州红满堂辣椒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负责辣椒订单的签订,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制订辣
椒育苗的培训计划及辣椒漂浮育苗、托盘育苗的计划。

该镇认真落实播州区出台的推进辣椒全产业链发展系列文
件精神，建立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等长效机制，通过向
上争取、财政预算、整合项目资金，向辣椒产业倾斜，变原来的撒
胡椒面式扶持为以产定补式扶持；按照“合作社（村集体经济）+
基地+农户”模式，将支部、合作社建在坝区上，选优配强村支两
委，由村干部兼任理事长，实现“村社合一”。通过落实农户在产
业链、利益链、价值链等各环节中的份额，推动贫困群众持续稳
定增收。

该镇还继续推进“返租倒包”模式，由村（社区）党支部把群
众手中零星土地集中连片流转给种植大户，种植大户按一个季
度每亩1050元的价格将种植劳务承包给群众，有效解决劳动力
不足难题，实现农业增产、大户增效、农民增收“三赢”，推动产业
区域化布局、规范化种植、标准化生产、集约化发展。

据了解，目前，全镇完成辣椒种植规划落实面积 27160亩，
其中订单签订落实面积13042亩。在乐理、金钟等四村（社区），
已布局辣椒产业集中育苗点4个。镇农业服务中心干部分为7
个技术指导队对集约化漂浮育苗和托盘育苗等技术进行现场指
导，已开展 2次集中培训，让广大农民掌握了辣椒生产技术要
领。

鸭溪镇

多举措发展辣椒产业

桐梓县高桥镇早熟蔬菜基地里花菜长势喜
人，一筐筐新鲜花菜正运往重庆、成都等地销售。

据了解，高桥镇依托地理优势，充分利用冬
季闲置土地，通过“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
式，种植花菜1000余亩，涉及群众460余户。
据估算，全镇花菜产量1500余吨，可实现收入
250余万元，户均增收约5000多元。

图为高桥镇青杠村的村民正在采收花菜。
（记者 刘若松 徐飞 肖时雨 摄影报道）

今年冬天，遵义许多房地产业策划人
员讨论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时，都谈及“水
木清华·翰林府”开盘热销 312套（未含团
购），销售额高达 1.6亿元这个事，佳绩从
何而来？《安居遵义》融媒体记者探营“翰
林府”。

和高校老师做邻居

本月中旬，《安居遵义》融媒体记者经
过和遵义医科大学相关人员座谈了解到，

“水木清华·翰林府”是遵义医科大学全资
控股公司贵州高校房地产公司为遵义医科
大学系统内职工专属定制的高档住宅小
区。遵义医科大学这几年大力引进高学历
人才，博士就有几百位之多。“水木清华·翰
林府”就是为这些高素质人才量身定制的
住宅。住在这文风优越、书香弥漫的氛围
里，能对家庭生活方式产生积极的影响，同
时人文知识的熏陶，能使孩子们的身心得
到更好的发展。古有孟母三迁，今有择邻
而居，选择一套教育资源丰富的房子，更是
对一个家庭未来的投资!

有诚信的开发企业

“做房地产，要有良心、细心和责任心”，
作为“水木清华·翰林府”开发商之一的遵义
美洁尔房地产公司负责人雷总如是说。

遵义市早期大型小区之一的“爵仕蓝
岛”楼盘，就是美洁尔房地产公司开发的项
目。公司先后转战成都建设《御嶺春天》，
在南充建设《红星美凯龙》，在湖南建设《天
成院子》，在陕西建设《汉南领秀》等项目。

“水木清华·翰林府”二期是由遵义医科大
学全资控股公司贵州高校房地产开发公司
携手遵义美洁尔房地产开发公司联合开
发，也是美洁尔公司历时20年后又回遵义
的用心之作。

美洁尔地产长期秉承对老百姓负责、
对城市发展负责、对政府守则的理念。
2000年至今总开发量约 500万平方米，遵
义美洁尔房地产公司先后获得“中国优秀
房地产企业”“全国诚信经营企业”“贵州民
营 50强企业”等荣誉称号，被遵义市红花
岗区、汇川区评为“遵义房地产品牌企业”

“最具品牌价值企业”“非公有制经济财政
贡献突出企业”“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先进企
业”“先进纳税人”“先进纳税单位”“诚信单
位”“先进私营企业”等荣誉。

携手“安居遵义”回馈消费者

负责销售的刘总告诉我们，“水木清
华·翰林府”开盘取得销售 312套的佳绩
原因如下：一是该项目为遵义医科大学
搬到新蒲新区后为教职工打造的安居项
目；二是为遵义医科大学引进高素质人
才安居而设立的项目；三是“水木清华·
翰林府”二期引进了美洁尔房开公司对
楼盘品质进行把控；四是以后和遵义医
科大学整体配套的享用，小区智慧物业
的改进，再加上每平方 4000元左右的亲
民价格。

经协商，该公司拿出8套优惠团购房，
作为遵义日报社旗下微信公众号“安居遵
义”的粉丝福利，有意者可来电咨询登记，
联系电话：0851-28716333。

（蒋永强）

房地产市场寒冬？
这个楼盘开盘却热销312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