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链 接

编辑：吴滨 美编：刘玉容 校对：陈彻 组版：毛益民

2021年8月27日 星期五A3 看南通·要闻

缘以载道，以文化酒，书写魅力今世缘

开国总理周恩来的故乡淮安，是被酒
香薰醉的大地，风光迤逦的六塘河，潮涨潮
落，见证着古镇高沟悠久的酿酒史，辉映着
高沟酒曾经的荣耀与辉煌。

高沟酒源于两汉，盛于明清。1915年，
“裕源”槽坊的高沟大曲，一举拿下巴拿马万
国博览会金奖，高沟美酒成为中国十大名
酒。高沟大曲1956年获“江苏省酿酒第一”
奖旗；1978年获“江苏省优质产品”称号；
1984年在第四届全国评酒会上以95.13分
的好成绩名列浓香型曲酒第二名；1995年
被评为“全国浓香型名优白酒标样”。

然而，上个世纪90年代，在川酒东进、
鲁酒南下、皖酒崛起、洋酒入关的“四面楚
歌”中，江苏名酒“三沟一河”整体陷入困
境，走过近半个世纪风雨的高沟酒厂岌岌
可危。

这时的高沟酒厂人，以敢为人先的创新
精神，摒弃品牌地域成分，创立全新品牌“今
世缘”，在中高价位白酒市场搏击一片新天
地，勇当“振兴苏酒”的首倡者和实践者。

勇于放弃一个老名牌，需要胆识；敢于
创造一个新品牌，更需要智慧。高沟酒厂
人在源远流长的5000年中国酒文化中，找
到了撬开市场的文化支点：酒不仅是一种
交际物，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情感的载
体。无酒不成席，无缘不饮酒。缘来有酒，
酒缘相依。缘是中华民族心中一个美丽的
结，缘有三生，最美不过今世缘。于是，以

“缘”文化为载体的今世缘酒业应运而生，
今世缘酒品牌横空出世。

已故中国白酒泰斗沈怡方当时表示：
“今世缘是中国酒类第一个突破国家优质
酒、老名牌框框，把酒文化的内涵融入产品
中去的品牌。今世缘的创立，是振兴苏酒
的起点。”

缘结天下，以情营销，铸就实力今世缘

有喜庆“今世缘”，结婚当然“今世
缘”。新人结婚，酒宴选用今世缘酒，这已
从一种时尚演变成一种风俗。今世缘酒
也成为“中华缘文化第一品牌”。今世缘
人把“缘结天下”作为企业哲学，把“讲善惜
缘，和谐发展”作为核心价值观，以文“化”
酒，以品“味”人，坚定不移地走“文化营销”
之路。

他们以“缘”为品牌核心，以文化的渗
透叩开消费者的心扉，以事件营销的点，连
成品牌成长的线，把“珍珠”串成“项链”。

“走出去寻缘”和“请进来结缘”，在全国许
多城市举行集体婚礼、今世缘相亲会，将成
千上万对有缘人送进婚礼的礼堂；举办“中
华缘文化论坛”活动，通过专家、学者的研
讨，充分挖掘缘文化的深度，拓展缘文化的
广度；在长城举办的“中华青年婚礼大典”，
在宁港澳三地举办的“与共和国同喜·今世
缘世纪婚典”，在西藏举办的“相约雪山圣
湖集体婚典”……

今世缘曾先后在南京、武汉、北京等全
国十多个城市举办同年同月同日生“天缘”
夫妇“今世缘天作良缘”聚会，深化与央视
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合作，举办以“包容
性发展的时代机缘”“美满姻缘，美好人生”

“珍惜今世缘，共圆中国梦”等为主题的中
华“缘文化”论坛，邀请百名国际诗人、百名
世界外交官、中国奥运冠军踏上“今世缘之
旅”……

一次次紧扣“缘”文化核心的活动，完
美地诠释着“今世有缘，相伴永远”“成大
事，必有缘”的品牌理念，塑造了中国白酒

业极具个性化、差异化、人文化的品牌，成
为中国文化酒的倡导者和先行者。

“缘”远“柳”长，以厂为景，打造美丽今世缘

多年来，今世缘酒业坚守既要“酒香”
更要“花香”的绿色发展观，不仅注重营造
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更重视每个
生产环节的生态环保，实现经济发展与环
境资源的相互协调。桃红柳绿，莺啼燕
语。今世缘厂区格外美丽。小桥流水,天
蓝水清,亭台楼榭,风光秀丽,空气清新,景
色迷人，2012年就被国家旅游局定为“全
国工业旅游示范点”，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
不绝。2017年，今世缘景区被评定为全国
AAAA级旅游景区。

一进今世缘大门，缘文化广场美景让
大家为之震撼:108个古今著名书法家所
书“缘”字组成的“缘字墙”,长1.6公里。9
个V形组成的“成功之门”,象征着胜利。
虎头造型、“龙凤呈祥”纹饰的国缘大鼎，矗
立在今世缘文化广场。另有八个鼎分列两
侧，“一言九鼎,诚信聚缘”的潜台词跃然纸
上。长达百米的今世缘愿景陶瓷浮雕墙，
彩虹、祥云、橄榄树和地球浑然一体,表达

了广结善缘、和谐和平的憧憬。缘文化展
览馆、高沟酒文化展览馆、今世缘·等着我
展示馆，更让游客心灵震撼。这里还是江
苏省作家协会创作基地、江苏省婚庆协会
婚纱摄影基地等。

缘定今生，以人为本，描画幸福今世缘

成大事，必有缘。今世缘在自身发展
壮大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投身社会
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用实际行动来践行

“酿美酒、结善缘”的企业使命。
今世缘从文化、薪酬、人才培养等全方

位着手，打造着“最具吸引力的精神家
园”。为适应“人本管理”的时代潮流，今世
缘初步形成独具“缘文化”特色的企业文化
谱系，建立了以“缘文化”为文化基因、道德
文化为文化底色、幸福文化为文化成果的

“三位一体”卓越企业文化体系。
今世缘推进薪酬体系的市场化改革，

实施了宽带化薪酬体系，注重薪酬改革与
人事改革、股权激励、人才强企相融合。今
世缘经常开展对员工的情感关怀活动。成
立了多个关怀员工组织，如员工互助互济
会、举办单身青年联谊会、退休职工欢送
会；公司实施党员干部家访、为考上高校的
职工子女设立奖学金、建设环境一流的今
世缘小区……这些让今世缘先后获得“全
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全国模范职工
之家”“全国文明单位”等多个荣誉称号。

举杯今世缘，奋进新时代。今世缘人贯
彻新发展理念，肩负“酿美酒，结善缘”的使
命，践行“讲善惜缘，和谐发展”的企业核心
价值观，做足缘文章，激发酒活力，推动中国
白酒高质量发展，谱写酒缘大业新篇章。

·水兰·

今世缘书写传奇 横空出世“站起来”
——今世缘创牌25周年系列报道之一

25年前，1996年8月25日，一款中国文化名酒“今世缘”在六朝古都南京横空出世，
在祖国大地上形成一股今世缘旋风，全国白酒界都在关注今世缘现象。

25年来，“今世缘”品牌因缘而生，以其深厚的文化意蕴，与广大消费者结下了不解
之缘，今世缘开创了中国白酒“文化名酒”的新时代，并历史性地成为“振兴苏酒”的首倡
者和实践者。

25年来，今世缘酒业也随缘而盛，在文化领域开拓创新、独树一帜，盛誉连连：跻身
全国白酒综合效益前十强，荣获“全国质量奖”，入选“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连续五次蝉
联“中国上市公司主板价值100强”等，濒临倒闭的酒厂浴火重生，今世缘从此站了起来，
谱写让业界刮目的“缘文化”传奇。

本报讯（通讯员金玉碧 记者何
家玉）环境消杀、卡点值守、核酸检测
服务……8月以来，全市已有 27名就
业困难人员经过审核，进入新开发的
疫情防控相关公益性岗位，获得一份
生活保障的同时，也帮助政府更好应
对疫情风险。

公益性岗位是满足公共利益和就
业困难人员需要的非营利性基层公共
服务类、公共管理类岗位。开发公益
性岗位托底安置就业困难人员，是我
国积极就业政策的重要组成，是兜底
民生底线的重要措施。

今年 8月，省人社厅根据疫情现
状，下发《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临时
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的通知》，明确将

环境消杀、卡点值守、核酸检测服务等
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岗位纳入公益性岗
位管理，安置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
且有就业意愿、符合条件的城乡就业
困难人员，合同协议期限不超过 6个
月。同时要求临时公益性岗位安置人
员月工资不低于当月最低工资标准；
采取非全日制用工形式的，工资不得
低于当地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并按规
定为安置人员办理社会保险；无法参
加工伤保险的，为其购买意外伤害险。

目前，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通州
湾示范区、如东县等地已根据要求相
继开发 57个疫情防控相关的公益性
岗位，托底帮扶受疫情影响、确实难以
通过市场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尽快就

近就地就业。各地就业部门还通过简化
办事程序、优化审批流程等方式开辟绿色
通道，保证就业困难人员能第一时间安置
上岗，全力推进疫情防控和就业困难人员
就业，充分发挥了公益性岗位“疫情防控、
促进就业、保障民生”的作用。

今年省人社厅将新增开发公益性岗
位列入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和年度重点
考核指标。我市针对600个公益性岗位的
开发任务，主动作为、统筹推动，目前已开
发岗位820个，安置就业困难人员489名。

对提供公益性岗位的用人单位，人社
部门将根据实际安置人员给予岗位补贴和
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标准按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的一半执行，社保补贴按其为就
业困难人员实际缴纳的社保费给予全额补
贴，“除临时公益性岗位补贴期限不超过6
个月外，一般公益性岗位的补贴期限均为3
年，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年的可延长至
退休。”市人社局就管中心希望有需求的就
业困难人员，直接与当地劳动就业管理部
门联系，尽快实现稳定就业。

本报讯（记者俞慧娟 通讯员陶新华）记者 24日
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从现在起至10月底，全市涉及
金属熔融工艺企业将集中开展安全诊断专项行动，推
动金属熔融工艺企业全面辨识安全风险、排查整治隐
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据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同志介绍，此次全市涉
及金属熔融工艺的所有企业中，由市级核查诊断其中
部分重点企业共150家，其他金属熔融企业由各地应
急管理局组织核查诊断。为确保诊断出实效，前期市
应急管理局组织6名冶金机械专家编制了核查诊断重
点内容清单，并组织专业机构分赴如东、如皋、通州等
地逐家进行核查诊断，全面梳理行业企业现状，对存
在问题的企业要求限期整改，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的实施停产停业整顿，对逾期未整改或整改无望的将
提请政府依法关闭。

在此基础上，全市再生铁生产等金属制品铸造企
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同步开展，将突出金属熔融
工艺、压铸工艺、锻压工艺、有限空间作业、动火作业
等关键环节，对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建设、安全
风险辨识管控措施制定、隐患排查治理、安全培训教
育、安全生产投入等方面进行全面整治。通过深入排
查治理隐患，进一步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确保重
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本报讯 （记者唐佳美 通讯员朱翘
楚）25日，记者从南通市审计局获悉，我
市 6家部门预算单位对应纳入预算管理
的结余资金进行了清理，从单位往来款
项中清理出收入性质款项 364.83万元并
缴入国库。

今年上半年，市审计局在市级一级预
算单位部门预算执行情况审计中，发现部
分单位将非税收入、上级补助资金等纳
入往来款项核算，脱离预算监管，影响资
金的统筹高效使用。对此，该局立即要
求相关部门预算单位及时进行整改，将
收入性质款项清理上缴财政，盘活财政存
量资金。

存在问题的 6家部门预算单位高度
重视，积极开展往来资金专项清理工作，
依据往来资金账面结余明细，逐笔查明
往来形成原因，分析资金性质，对收入性
质款项进行清理，并将结余资金及时上
缴财政。

本报讯（记者张水兰）近日，建行南通分行为南
通某仪器公司发放小微贷款 103.3万元，实现全省建
行首笔“云知贷”落地，为加速科技型小微企业知识产
权裂变赋能、创新发展提供先行经验。

在江苏省知识产权局指导下，建行江苏省分行将知
识产权转移转化与产业深度融合，针对良好成长性的科
技型小微企业，创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新模式，推出首
款在线办理、自动审批专利质押贷款产品“云知贷”。

南通某仪器公司是辖内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
和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工业仪器设备生产商。公司具
备了国际及国内多项质量认证证书，在多项工业产品
方面具有行业领先技术。为保持公司持续良性发展，
公司需不断吸收新技术，引进新设备。

在获悉企业融资需求后，建行南通分行第一时间
组织客户经理团队进行对接，帮助企业全面梳理在手
知识产权，最终确定以其三项知识产权作为补充抵押
物，为其办理了“云知贷”普惠信贷业务。该行客户经
理引导该公司通过建行“惠懂你”APP在线自助申请
了“云知贷”，在线生成授信额度，在短时间内就完成
了放款。

该项目的落地，是建行南通分行拓宽“技术流+”
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渠道的一次有效尝试，为该行服
务南通全市知识型企业，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
护、管理、服务全金融服务链打下了良好基础。

疫情期间开发临时公益性岗位
我市已安置27名就业困难人员

落实审计整改

6家单位360余万结余资金
纳入预算管理

社区便民服务岗位，包括：保洁保
绿保安、公共设施维护、妇幼保健照护、
养老托幼助残、邮件快件收发等。

城乡公共服务岗位，包括：公路建设
与养护、公共设施建设与管护、水利工程
及水利设施建设与管护、河湖巡查与管
护、垃圾污水处理和运转、厕所粪污无害
化处理、河塘清淤整治、生态护林护绿等。

城乡社会管理岗位，包括：交通值
守、治安巡防、市政管理、公共环境卫
生；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劳动就
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医疗卫生、社
会福利、社区矫正、群团工作、统计调
查、残疾人管理服务、儿童管理服务等。

各地可根据形势变化、突发事件处置
和稳就业需要，开发临时公益性岗位。临
时公益性岗位在岗时间不超过6个月。

公益性岗位类型

在习近平
总书记向中国
人民警察队伍
授旗并致训词
一周年之际，
25 日下午，长
江航运公安局
南通分局民警
在长江南通段
二号锚地水域
开展水上巡逻
检查，持续坚守
在服务保障长
江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的第一
线和最前沿。

段洪波摄

辨识风险 排查隐患

涉金属熔融工艺企业
集中安全“问诊”

知识产权释放现实生产力

南通建行首笔“云知贷”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