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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张广传青岛报道 近日，以

“解码”啤酒发酵行业高科技难题、

引领行业发展为己任的国家级研发

平台———依托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

司建设的“啤酒生物发酵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正式通过国家科技部

建设验收，将成为攀登酿造行业科

技高峰的“1号营地”。
验收专家组认为：实验室在科研

成果及成果转化、团队建设、平台建设

和开放交流等方面，圆满完成了建设

计划任务，一致同意通过验收，并对实

验室的运行发展和高端人才引进培养

等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国内生物发酵

及啤酒行业专家以及重点实验室学术

骨干和相关研发人员出席了验收会。

作为中国啤酒行业整体竞争实

力的里程碑事件，2010 年 1 月，“啤
酒生物发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建

设申请获得国家科技部批准，同年

12月，实验室获得科技部正式批准
并同意建设，是生物发酵领域唯一一

家国家重点实验室。三年来，实验室

紧密围绕现代啤酒工业发展的重大

需求，在酵母菌种改造和性能优化、

风味调控技术、酿造关键技术等三个

方向上开展前沿、共性、重大关键技

术的研究，承担了国家“973”计划、
“863”计划、青岛市科技计划项目共
计 14 项，实施开放课题 10 项、国际

合作项目 1项，主办国际学术会议 2
次，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 7次，多次
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申请发明专

利 12项、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0项，
形成关键技术 4 项，开发新产品 3
种，研究成果达到国内领先，部分成

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行业关键技

术上，促进了啤酒这个传统行业的技

术创新，对提升中国啤酒行业的整体

竞争实力做了大量工作。

验收组专家、江南大学著名教授

徐岩说：“青岛啤酒代表发酵行业建

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在短短的三年

时间里做了大量工作，引领了整个

发酵行业（包括啤酒）的发展。希望

青岛啤酒在产品走向世界的同时，

将中国啤酒的特色、中国酿造核心

技术带向全球，让世界感受到中国

酿造的核心竞争力。”

在谈到国家重点实验室未来发

展时，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领

导、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

明波表示：“青岛啤酒将全力支持实

验室建设，并提供一流的仪器设备和

工作环境。同时通过硬件吸引人才，

探讨无形资产转让，配套机制和体制

按照市场化运作规律，吸引全球啤酒

发酵行业的高端人才，共同把中国啤

酒行业研发工作做好做强，让其成为

全世界知名的重点实验室。”

青啤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过国家验收 品牌经济助推
区域快速发展

发展品牌经济是适应知识信息社会发展需要，应对全球

经济一体化挑战，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体系的重要举措。品牌

产品、品牌企业和品牌企业的发展水平，已成为市场经济条件

下衡量一个地方的经济全面快速增长的重要标志。因此，以品

牌战略带动区域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是当下决策者们的

第一要务。

引进高端品牌做大做强

要在大载体建设上实现突破，发挥中心商贸区、骨干商贸

企业、大型商业地产项目的作用，增强对国际知名品牌的吸引

力和聚集效应。达到引进一个、带动一群、发展一片的效果。要

在国际品牌培育上实现突破，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整体实力。

以现有的工业重点项目为载体，通过登门招商、网上招

商、专题招商等多种形式，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并举，引

进资金与引进技术、管理并举，鼓励现有企业扩大生产规模。

充分利用好闲置的厂房和存量土地，继续围绕传统优势产业

和新兴产业服装针织、电子商贸、科技总部、现代服务业、先进

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想方设法地吸引大项目、大企

业，提高产业经济总量和竞争实力。出台扶持鼓励政策，引导

企业加快科技进步，鼓励制度创新，通过强强联合、民外合作、

上市扩张等方式，进一步做强做大。加快针织服装、加工制造、

包装印刷等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发展进程，促进索具

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壮大。

鼓励创新扶持名牌产品

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培育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产品，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帮助企业加强与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建起自己的技术研发中

心和科研所，协助企业培训员工。鼓励企业设立各类技术中心

和研发机构，加大技术开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支持省

级以上品牌企业对先进工艺设备和关键共性技术的自主研发

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努力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

有关项目优先给予技术创新专项资金补助；深化企业改革，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利用信息技术创新，建立体系规范的管理制

度和运行机制，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品牌经营能力。选

准品牌扶持重点，增强品牌产品的培育力度。要以国家、省、部

门（行业）现有的品牌认定体系为依托，积极申报名牌产品、名

牌商标和名牌工程，提高产品（商标）的市场知名度和竞争力。

进一步挖掘和发挥红领、金王等品牌企业在核心技术、规模档

次、市场开拓等方面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引进人才，推动有专利的企业增强新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

势，努力将品牌意识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逐步形成覆
盖工业、服务业完善的品牌体系,使其成为环秀经济的主体特
征。加大奖励力度，制定具体奖励政策，对争创名牌或引进名

牌的企业予以重奖。

引导提高品牌质量意识

对企业而言，品牌战略是以创立品牌、发展名牌为先导。

入世之后，世界名牌产品与中国产品已经短兵相接，大型跨国

公司都把经营重点从贸易和技术的转让转变为投资建立生产

基地，由商品输出变为资本输出和品牌输出。由此，我们要大

力宣传、积极引导，提高企业的品牌意识和质量意识，充分发

挥企业在品牌创建中的主体作用，使企业把实施品牌战略作

为走向市场的重中之重来抓，树立科学的品牌理念；在练内功

上下功夫，有效地安排现有资源，全力做好产品的市场定位、

质量控制以及市场推广，把实施品牌战略同调整产业结构结

合起来，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全力打造产业品牌；

实行大规模的品牌发展战略，依靠品牌由产品经营转向资本

运营，通过多种形式，如：兼并、联合、租赁、股份等形式组建品

牌企业集团，有效地实现品牌与规模的联动，提高市场占有

率、社会知名度以及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

加大力度鼓励品牌创建

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区域内企业的发展，区域经济的

发展必须要有企业品牌的稳定发展做支撑。一个区域要积极

联系辖区内的企业联合进行质量攻关、技术改造，提升产品质

量档次和市场竞争力。在实施品牌区建设过程中，要向企业宣

传各类名牌的国家标准和申报程序，帮助企业制定短、中、长

期品牌战略。引导企业树立正确的商标意识，鼓励企业其申报

注册商标，对已有注册商标的企业，鼓励其规范商标使用行为

和争创著名商标，逐步让名牌企业成为工业经济的重要支撑

和开拓市场的重要力量。创建品牌，打造品牌经济区，必须重

视品牌推广，要有策略地使用媒体资源，借助电视广告、建立

网站、制作专题片、印发宣传册等多种途径向外大力推介，力

争使品牌创建与品牌区建设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依托品牌提高当地竞争力

品牌直接影响着当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力。积极实施品

牌战略，争创“驰名商标”、“著名商标”、“名牌产品”，创造和提

升企业独立品牌，依托品牌效应扩张当地经济的辐射力和竞

争力，是立竿见影的良方。指导经济按照新型工业化要求，增

强自主创新能力，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优先培育

高新技术产业品牌产品。积极打造区域特色名牌，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促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提高城市综

合竞争力，全面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加快当地经

济发展。 （作者单位：解放军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

黄卉

全国知名书画家

高先贵，现年

76岁，祖籍四川，

毕业于四川省美

院，中国美协会

员，全国知名国画

家、版画家、连环

画家。其画幅色彩

浓烈，笔墨隽永，

既继承了各种画

派的传统渊源，又

富有现代水墨的

万种风情；草书纵

横挥洒，大气中不

失法度，灵动中深

藏沉稳的书法艺

术风格。

高
先
贵

咨询电话 18781614477

19 年前，胜利油田井下作业公
司进入海南澄迈县福山镇花场村花

2-1 井场施工时就约法三章：“不发
生一起污染，不破坏一株植物。”为

铭记约定，职工们栽下一株五针松，

如今这棵五针松高耸入云，夺人眼

目。就是这个美丽的碧水蓝天约定，

被一批又一批员工牢牢恪守。

杜绝施工污染
不计成本不讲条件

据悉，胜利油田井下作业公司海

南项目部回收工业垃圾年均投入 20
余万元。运送工业废水年均投入 75
余万元，年均购买防渗膜 15余万元，
每年各类环保投入占投资总额 20%。

胜利井下公司于 1994年进入海
南福山油田，施工区域主要在澄迈

县福山镇、白莲镇等地，居民生活用

水多为地下水。原油、工业废水一旦

落地，便会渗透地下，污染水源，对

当地环境、居民生活带来恶劣影响。

胜利井下公司恪守不落一滴油，

不渗一滴污。立足当地自然环境、地

貌特征，积极推行“零污染”、“零排

放”绿色低碳施工，成为福山油田众

多乙方单位中第一家自费采用防渗

膜治理落地油的单位。为防止污染

液横向流散，还在铺膜前于井口四

周挖下深坑，使污液集中流散到坑

内便于回收。2011年台风“纳莎”携
着瓢泼大雨登陆后，5个井场泥浆池
同时濒满。项目部立刻指令“不惜一

切代价，不计一切成本”，停止所有

施工，抽调所有泵车组成抢险突击

队冒雨架设 3 条 200 多米排水管线
连接水泵，还在周长 200多米的泥浆
池垒起高 40公分的堤坝。58个小时
里，队员们反复奔走 5个井场，仅在
车上吃过一顿饭。抢险结束后，很多

员工累倒在现场，但避免了背靠的

海水养殖园溢情发生和 5个井场无
一出现污染。

“喷着原油的
高尔夫度假区”

公司有的井坐落在县里果园，有

的井就紧邻大海和当地生态交融一

体。如何使油井和椰树两种元素融

入一体而焕发出椰岛全新的魅力？

这就要求他们既不破坏生态，更要

积极维护和融入当地生态。

花 2原1 井于 2001 年 9 月开始
勘探施工，日产工业油流 100 多方、
天然气 9 万多方，是海南历史上第
一口日产超百吨油气井。

修建井场时，胜利井下公司既考

虑该井工业纪念意义，又突出海南

生态特色，先后与海南园林、建筑、

水利等部门联合，历时 5 个多月，在
该井铺设花砖路 1400米、种植草皮
2万平方米、修建 600 平方米鱼塘。
井场建成后，其丰富优美的生态环

境，吸引了众多来客，受到原石油部

部长王涛等领导好评。

维护生态更体现在日常工作中。

项目部每名司机上路前自觉刮洗轮

胎，决不带泥上路。当地路窄，大型

车辆驶进，容易压坏路边植物。为

此，他们积极联系当地政府，自费拓

宽路面。近年来，他们年均扩路 30
公里，铺设石子 9000立方米。
如今，花 2-1井井场占地 40余

亩，三面环山，西临南海。走进井场，

只见石径幽然，花鲜柳绿，锦鲤腾

跃，挺拔的椰树与高耸的井架交相

辉映，相得益彰，被参观者誉为“喷

着原油的高尔夫度假区。”

构筑“油地”和谐风景

“人是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一

环。建设美丽海南，既要守护碧水蓝

天，更要构筑油地和谐的人文环

境”。在积极维护当地生态环境的同

时，胜利井下公司勇担社会责任，支

持地方经济发展，与当地群众结下

深厚友谊。

———2011 年在花 2 -9 作业期
间，正值花场村小学校舍改造，员工

们自发为校舍捐款，远在山东休假

的员工听说后也专门汇款到项目

部。

———为支持花场村经济建设，他

们主动将施工准备阶段的土方工作

量，交由村委会承接，拉动该村青壮

年就业率。

———菜价暴跌，当地菜农遭受严

重经济损失，他们组织专人收购当

地蔬菜，减少菜农损失。

———2011 年风暴潮使井场周围
的花场村四面屯水，村民被困，村中

断粮断水，公司雇佣专人从外地运

来蔬菜粮食，分发给当地群众，顺利

帮助部分群众渡过难关。

负责任，赢尊重。一系列惠民

生、暖人心的事迹赢得当地群众的

赞誉和信任。一位村民曾说，“帮助

你们胜利井下公司就是支持祖国石

油事业。”这样的心声谱写出了“油

地”和谐共赢的美妙篇章。

今年 4月，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
强调，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建设国

际旅游岛的最大本钱，必须倍加珍

爱、精心呵护。

那一天，公司组织员工观看新闻

后又来到高耸的五针松前，重复了

那句响彻 19 年的誓言：“不发生一
起污染，不破坏一株植物。”

胜利油田井下作业公司恪守碧水蓝天约定
马宝忠朱向前丁剑北

本报记者 张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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