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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支持单位

指导单位：

10年前，亳州工业经济除了一个古井贡酒厂和一些不知名的中小企业外，几乎没有
什么支柱产业，虽然是远近闻名的药都、商品粮生产基地，但依托资源优势的工业经济并

没有太多起色。2001年升格为地级市后，经济社会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工业经济
更是取得了长足进步，2010年全市规模工业增加值增幅位居全省第一。

主编视点

亳州市“十二五”规划描述，到 2015年底，全市经济总
量突破 1000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人均
GDP实现翻番。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工业经济的发
展———拥有 1000家规模企业，其中亿元以上企业 200至
300家，有 3至 5家企业上市，全市二产比重将达到 50%
以上，亳州将真正迈入工业化时代。到那时，亳州将是一座
特色鲜明、产业发达的新兴工业城市。具体表现如下：

全市开发区总面积将超过 100平方公里，每个县区
都拥有一个年产值超过百亿元的工业区。30个乡镇工业
功能区产值均达到 10亿元以上。

中华药都的美誉无可争议，有 100万亩药材种植基
地、200家中药加工制造企业、现代中药产业创业园、华
佗国际中药城，形成 500亿元现代中药产业集群，成为名
副实其、在世界有一定影响力、真正意义上的中华药都。

安徽白酒老大的地位不可撼动。古井年销售额达到 100
亿元，位列全国白酒企业前五位，高炉酒业力争进入全国前
10强，两大酒业带动全市，形成 300亿元白酒产业集群。

亳州作为产粮大市不只是卖原粮，有一批著名农产
品深加工企业，有知名的“亳”字号食品，不再是亳州只卖
给别人小麦、大豆、生猪，别人卖给亳州方便面、色拉油、
火腿肠。

煤炭资源高起点，长链条开发，年产原煤矿 2000 万
吨、洗选 1300 万吨，板集坑口电厂点火并网，三星化工
“586”项目、涡北循环经济园等一批煤矿化工项目投产运
营，煤炭、煤电、煤化工产业发展为稳定可靠的支柱产业。

江淮安驰年生产整车 10万辆，成为安徽汽车产业的
一匹黑马、一支生力军。

杉杉、安踏、联滔等项目相继建成投产，并带动更多
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入驻亳州，5 年新增这类企业 100 多
家，新增 10万人就业。

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社充分发育，带动农业规模化经
营水平快速提升，农民成为农业产业工人，从耕作到播
种、管理、浇灌、收割，全面实现社会化、专业化、机械化。

药都银行、担保公司、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地方
金融机构快速发展。中小企业和个体经济发展贷款不再难。

现代物流体系健全，商业网点遍布每一个新村，城市
没有店外经营，农村集贸进入超市，乡镇街道不再堵塞。

市建投公司迅速发展壮大，甚至成功上市，每个县区
都有实力强、资质高的建筑公司，结束大工程建设完全依
靠外来施工队伍的局面。

培育引进 100名高端人才，引领带动企业科技创新。
尤其在中药研发等方面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有上百种药
品进入基本药物目录。

发现亳州

本刊主编：吴明

亳州的骨骼
本报记者 张小梅 张骅 吴明/文

繁荣的药材市场

10年前，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就凭借着超前的营销策略一度走在
了全国白酒的前列，带动了安徽白酒
业的发展。有人说古井是一个很有争
议的企业，也有人说古井是一个打不
垮的企业，10年前如此，现在依然如
此。按古井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余
林的话说，古井是一个国有企业，只
要有党的坚强领导，在企业广大党员
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古井贡酒
也一定能重新找回全国八大名酒的
尊严。

曾位列八大名酒前茅

当前，食品安全牵动着全国上
下，白酒也是国人关注的重要食品
（饮品）之一，不仅要杜绝根除假酒，
也要通过提高和保持白酒的品质，为
国人提供安全满意的佳酿，这不仅是
企业的生存发展之道，更是一种社会
责人。余林认为，品质是一个食品企
业的生命，企业内每个党员都要以党
性原则来加以保证，并要通过自身的
表率和模范作用，带动全体员工制造
出高品质的产品。

1963年，古井贡酒第一次参加全
国评酒会就取得了全国八大名酒第二
名的好成绩。后来，又先后在 1979年、
1984年、1989年举行的全国评酒会上
蝉联金奖。1999年“古井贡”荣获“中国
驰名商标”，2011年，“古井”也被评定
为“中国驰名商标”。 安徽古井贡酒股

份有限公司成为安徽省惟一一个同时
拥有两个中国驰名商标的白酒企业。

2001年，古井集团主动适应变化
的市场需求，在白酒界率先研制并推
出淡雅香型白酒，开创了中国淡雅香
型白酒的先河。2009年 1月在合肥召
开的由安徽省经济委员会主办的“古
井贡酒创新产品鉴定会”上，古井贡
淡雅美酒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得到
各位白酒专家的交口称赞。全国著名
白酒专家、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
业委员会副会长高景炎认为，“古井
贡酒年份原浆色清透明，窖香幽雅，
醇香怡人，协调丰满，余味悠长，浓香
型酒风格突出，适应了现代人饮酒的
理念和需求，是古井集团继承传统精
华勇于开拓进取的新突破，是古井人
对中国白酒的又一新贡献！”

据了解，古井贡酒之所以“好喝
不上头”，是因为他们结合了现代科
技，经过多道工序，将酒体中引起头
痛的物质降到了最低。这在目前中国
白酒行业中是走在最前列的。古井贡
酒“质量为天，以坚定管控质量”的品
质追求，当仁不让地成为皖酒的代
表，她的品质不仅被社会所传颂，也
深深地刻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2011年 6月，古井产业园项目奠
基，这是古井集团技术改造，淘汰落
后产能的重要举措，也是古井贡酒品
质提升新时代的开始。

品牌价值 81.72亿
在采访时，古井贡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梁金辉在向记者阐述酒文化时
提出了另一番见解，他认为，很多人对
名酒的理解就是一种让人类饮用的产
品，其实名酒是一种稀缺资源，因为每
一瓶酒都是有它特独的生命特征，比
如古井贡酒，产的年份不同，制造的环
境不同，用的材料、生产的时间和地区
不同，甚至酿酒师的情绪不同，都会对
酒的内在品型产生影响，而且每一批
酒的产量是有限的，喝了一瓶就会少
一瓶，任何酒厂都不可能在不同时间
锻造出一款相同的产品，这才是古井

人对酒文化的理解境界。
说古井贡酒文化，首先要了解古

井酒文化博物馆和古井贡酿酒公园。
在公司党委的带领下，古井集团鲜明
提出了“文化是第一营销力”的思想，
斥巨资兴建古井贡酿酒公园和古井
酒文化博物馆。2008年，成为中国白
酒第一家 AAAA级旅游景区。2009年
以来，游客接待量逐年增加，2010年
接待游客 3万多人次，2011年，仅 5
月份就接待游客 5407人次。

（下转第十五版）

古井之内 品质为天
本报记者 吴明张小梅张骅 /文

兼并重组是安徽省属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随着 6月 13 日安徽建工集团和安徽水利建筑工程总公司重
组开启，拉开了安徽省属企业战略重组的大幕。安徽省国资委
主任许崇信表示，未来安徽省国资委将继续大力推进国有资
产战略重组，年内将有 6户省属国有企业启动重组，计划到
“十二五”期末，监管省属企业数量将由现在的 33户减少到 25
户，通过重组，做强做大一批“皖”字号企业旗舰。

安徽建工 VS安徽水建：两强联合
6月 13日启动的安徽建工集团和安徽水利建筑工程总公

司重组，是安徽省对建筑类企业的重要整合，是一个战略性强
强联合。据了解，安徽省建工集团和安徽省水建总公司都是安
徽省建筑施工行业的龙头企业。安徽省建工集团通过实施“脱
胎换骨、二次创业”，连续 7年实现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全省
最大和惟一拥有房屋建设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大型建筑企
业，2009年成功进入中国企业 500强行列。安徽省水建总公司
资产已发展成为涵盖水利水电投资、工程施工和高新技术等
多个经营领域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其控股的安徽水利是全省
惟一以水利水电投资、建设为主的上市公司。有关方面提出，
两户企业要以重组为契机，力争通过 3到 5年的努力，将企业
打造为国内一流、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建筑企业集团，
进入 ENR中国承包商 60强第一方阵。
安徽投资 VS裕安投资：资源共享

6月 20日，安徽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裕安投
资公司重组正式启动。安徽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国有
独资综合性投资公司，注册资本金 22.4亿元人民币，下辖 7家
全资子公司、3家控股公司和 45家参股公司。其主业包括铁
路、汽车、建材、金融等 9类。重组的另一方上海裕安投资集团
是在原上海安徽裕安实业总公司基础上整合而来，在安徽省
委、省政府“开发皖江，呼应浦东，迎接辐射”战略决策影响下，
于上海设立。其所在上海浦东裕安大厦已经成为浦东的标志
性建筑之一。公司有控股子公司 9个，涉及对外经济贸易、资
产经营管理、高科技、国内外旅游等多个行业。

安徽旅游 VS徽粮集团：优势互补
6月 21日，安徽省国资委决定将安徽省旅游集团公司与

安徽省粮食集团公司进行重组，安徽省旅游集团公司是 2003
年由原安徽安兴联合总公司与原安徽省旅游集团公司重组设
立的省属企业，是实行集团化管理、多元化投资、产业化经营、
专业化运作的省级旅游龙头企业集团。省粮食集团公司是一
家从事粮食收储、粮油连锁批发、粮食现代物流和粮食加工为
主体的重要骨干商贸企业，是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推进
两户企业重组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优势互补，在短期内
产生“扩强”和“叠加”效应，有效解决企业发展瓶颈。

本报记者 张小梅 吴明/文

安徽六户省属国企
启动重组

源自明代的古井窖池结合现代科技严格控制发酵温度

6月 7日，记者来到了皖北重镇
亳州市，刚跨入城区就被药都特有
的气息所吸引，浓浓的药香笼罩着
大街小巷，宽宽的道路，繁荣的街
市彰显出勃勃生机。古井贡年份酒
的特大广告牌与对面的中药材市场，
透出了亳州工业经济的过去和未来。
目前，对亳州而言，依托地方资源
优势所形成的“药、酒、粮、煤”等
产业已成为构筑亳州工业经济的骨
骼。

药
“中华药都”富民强市

18 年前，记者第一次到亳州采
访时感受最深的就是亳州的中药材
产业，那时已在全国小有名气，被
誉为“中华药都”，但是除了种植药
材和药材市场外，依托中药材资源
进行研发加工的企业没有几个，发
挥不了“药都”在工业经济发展上
的优势。有人说，亳州中药产业，
发展的是药农和药材贸易，可以富
民，但并不能强市。当时，一位曾
经在市经委工作的官员就向记者分
析过，亳州的中药产业因传统的产
药之乡而形成了药材市场，药农种
植中药材和药商经营中药材，虽然
自身日积月累可以致富，但中药材
的高附加值却被中成药等深度开发
商家拿去了，因此每年因中药材所
得的总体利润和上缴的税金却很少。

地级亳州市组建后，把现代中
药作为支柱产业来打造，一是抓种
植，实施“百万亩中药材工程”，全
市涌现出 800个中药材种植专业村，
种植总面积达 91.6万亩，比“十五”
末翻了一番。二是抓加工，大力实
施“中华药都·养生亳州”行动计划
和“1125”药企振兴计划，全市共
有中医药生产企业 106 家，饮片产
量占全国的 1/4，已形成全国最大的
中药饮片产业集群；开发了一批新
药及中药保护品种，新开发的疏风
解毒胶囊被列为防治甲型 H1N1流感
的首选中成药，七里香日化已成为
全国天然香精香料专业生产基地之
一。三是抓市场，目前，中国 （亳
州） 中药材交易中心已是全国最大
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日上市量高达
6000余吨，2600余种，年交易额逾
200 亿元。投资 15 亿元的康美（亳
州）华佗国际中药城已经开工建设，
建成后将成为集“贸易、会展、旅

游、检验检测、信息发布、金融服
务、物流配送、办公、配套商务”
于一体的综合型医药行业集散中心
和世界知名中药城。

亳州市为进一步加快现代中药
产业发展，做大、做强、做多中药
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引导
有实力的药材经营户走工商联动之
路，把资金和精力投向中药材深加
工的研发和生产上，把卖原料变为
原料和成品都经营。招商引资，将
有志于投身亳州药业发展的厂商和
财团引进来设厂办企业。目前，北
京同仁堂、康美药业、修正药业、
紫鑫药业等一大批国内知名药企业
纷纷落户亳州。设立药业产业园区，
发展中药饮片、中药提取、中成药
和中药保健酒、日化用品等制造业。
近年来，全市药业工业生产总值增
长始终保持在 40%以上，涌现出一
批叫得响的企业和品牌。药业工业
已成为亳州市工业经济的重要一极。

酒
“古井贡”的百亿规划

亳州既是“药都”也是“酒
乡”，在亳州市境内大小酒厂不下百
个，鼎盛时期有近千家，真是“隔
壁千家醉 开坛十里香”，较为著名的
就有“古井贡”、“高炉家”，而发
展最好影响最大的就是全国老八大
名酒之一的“古井贡”。

5年前，古井因经营和管理等因
素造成发展滞后，后又几番改制未
果，加上主要管理者的变动，使企

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谷底。2008年，
亳州市委、市政府果断决策调整了
古井集团高层管理团队，使古井迎
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机，2010 年
营业收入已接近 29亿元。

虽然经过最近 3 年发展，古井
已有了很大进步，但与八大名酒的
身份还不匹配。安徽古井集团董事
长、党委书余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再好的产品都要人来做，只有人
心顺畅了，企业的运行才能顺畅。古
井现在已将懂酒、会做酒的人配置到
了主要岗位，只要有“和”的氛围，
名酒将会得到应有的尊严。在“十二
五”规划中，古井集团将在 2015年
末实现销售收入 100亿元。

粮
“亳”字号食品崭露头角

亳州市是皖西北农业大市，全
国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2010年粮
食播种面积 1200多万亩，粮食总产
92.4 亿斤，比“十五”末增长
44.4%，粮食商品率达 60%以上，如
此多的粮食资源其流向主要分两块：
一是境内及周边面粉、饲料加工企
业就地加工转化，约占 50%—60%；
二是外销江、浙、沪等沿海地区粮
食加工企业，约占 40%—50%，除了
粗加工和原粮销售外，真正的粮食
深加工企业却很少。

近年来，随着一批粮食加工企
业的兴起，“亳”字号食品开始在
全国崭露头角。到去年底，全市拥
有粮食加工企业 171 家，其中面粉

加工企业 112 家，规模以上 (日产
100吨以上) 面粉加工企业 86家，省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2家、市级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48家；企业拥
有国内较为先进的面粉加工设备和
加工工艺，主要生产面粉、挂面、
麦胚芽、谷朊粉等多种高等级系列
产品；现有粮食产业认证绿色食品
23个，省名牌（农）产品 12个，其
中“瑞福祥”、“良夫”、“占元”、
“珠东”、“豫隆”等小麦面粉品牌
已经发展成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区
域性品牌，产品主要远销东北、长
三角等地区，部分产品销往国外，
其中安徽瑞福祥食品公司生产的谷
朊粉主要出口到欧美等国家和地区。

煤
亳州的深度新动力

在人们的记忆中，亳州是以药
和酒闻名，虽然作为古都历史厚重，
但发现煤炭还是近几年的事，煤炭
的发现无疑为渴求发展的亳州注入
了一股强大的动力。

据探测，亳州市煤炭资源储量
57亿吨，占安徽全省的 1/5，仅次于
淮南、淮北，位列安徽第三。

目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许疃煤
矿年产 300万吨，涡北煤矿年产 150
万吨，刘店煤矿年产 150 万吨，袁
店二矿年产 90万吨，在板集等煤矿
建成矿井后，亳州市年产原煤达
1000 万吨，成了真正的能源城市。
而依托煤炭发展的三星化工年生产
氨醇 28 万吨、尿素 30 万吨、甲醇
10万吨；一期总投资 45亿元的利辛
县板集坑口电厂等项目正在加紧推
进。
“十二五”期间，在争取建成 11

对矿井的基础上，亳州市将突出抓
好煤炭的深度开发，发展煤炭下游
产业，着力采用多联产技术，推进
煤电一体化，提升煤炭价值空间。
“十二五”末，能源化工产业将实现
产值 400亿元。

亳州市委书记方春明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对亳州发展充满信心，他
告诉记者，亳州经济特色鲜明，物
产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十
二五”是亳州加快发展、加速崛起
的关键时期，亳州将坚持工业化、
城镇化“双轮驱动”，实施“125”
工业振兴计划，培育发展 1000家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打造 2个产值 500
亿元的产业集群，建设 5 个年产值
超 100亿元的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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