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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我们将迎来全面小

康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作为拥

有全球最大人口规模——14亿多

人的中国，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已无悬念：总量上中国的 GDP

（折为人均）在2010～2020年十年

间将基本达到再翻一番，同时在

“社会政策托底”层面，最为代表

性的关键事项即“十三五”开局时

农村区域还存在的7千万贫困人

口，于“精准扶贫”的贯彻落实之

中，将宣告脱贫。那么，14亿人口

的“全面小康”，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中国“伟大民族复

兴”现代化战略，在“三步走”的第

三步中，如愿达到了一个重要的

中间节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

初高瞻远瞩放眼七十年规划的

“三步走”战略目标，在其“经济总

量翻两番”的前两步提前实现之

后，党中央决策层又为第三步这

个横跨半个世纪的战略步骤，明

确规划了 2020 年达到“全面小

康”的节点目标——它前承 2000

年的初步小康，后接党的十九大

进一步勾画的“新的两步走”，即

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2049～2050 年要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

这意味着中国为全世界的减

贫事业和全人类的物质文明提

升，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

立之后，于“一穷二白”基础上致

力于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过

程中，一向把减贫作为重大目

标。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生产力

的解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终于走到了“十三五”初期的七千

万农村贫困人口（具体标准是个

人纯收入低于人民币 2011 年不

变价的2300元水平）脱贫的历史

新境界。从全球看，按照世界银

行标准，占世界极度贫困人口比

重前三位的地区与国家，原来是

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和中国，而

近30余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和

印度的贫困人口占世界贫困人口

的比重有所上升，同期中国的比

重则大幅下降，已从 1981 年的

43%下降到了10%以下。

这意味着中国作为当今世界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望在新的

起点上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在未来十年左右时间段内经受历

史性考验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

随着全面小康的实现，中国的年

人均国民收入将达到近 1 万美

元，这已居于世行标准的中等收

入经济体上半区的顶部。中国的

中等收入群体，已达约 4 亿人。

但按照前面大半个世纪全球范围

内的统计，有比喻式的“中等收入

陷阱”之说，反映着一种历史性考

验：达到中等收入的经济体，大多

数不能如愿继续上升为高收入经

济体。然而中国按照近年的发展

态势，尽管有告别“高速”增长阶

段的“新常态”到来，但仍有相当

大的可能性在未来10年以“中高

速”5%～6%水平，延续收入增长，

这种“中高速”，其实将是世界上

较大经济体比较而言的“高速”。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对“中国

为什么行”，做出进一步的和具有

全面性的总结。在中国现代化之

路上的这一“全面小康”新起点

上，我们有更丰富的经验和更充

足的信心，继续把方向对准、把激

励搞对、把相对优势和巨大潜力

充分发挥。

这也意味着我们将更清楚地

认知中国现代化之路上“行百里

者半九十”、承前启后奋力拼搏进

取的要领。以全面小康为新起

点，如何化解收入差距过大的矛

盾而增进社会和谐？如何完成增

长方式的转变以实现高质量发

展？如何完成体制机制的转变来

建成具有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

和充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生机

勃勃、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我们唯有“思想再解放、改

革再深入、开放再扩展、工作再抓

实”，勇于涉险滩“冲破利益固化

的藩篱”，在改革的深水区“啃硬

骨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经

受住未来关键性的十年和三十年

的历史性考验，从而使人民美好

生活向往的“中国梦”，在现代化

的伟大民族复兴中梦想成真。

14亿人口“全面小康”意味着什么
2020年，我们将迎来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那么，14亿人口“全面小
康”意味着什么？

知名经济学家 贾康

近年来，白酒产业从各个方

面均取得了长足进步。白酒产业

未来要可持续、健康发展下去，必

须研究产品质量、产品价值、表达

方式和方法等问题。中国酒业协

会这几年也在下功夫思考和推

进。产区表达是全世界公认的一

种酒类产品最佳表达方式，中国

白酒的价值表达，其实还有标准

体系的表达、酒庄模式的表达。

但是产区表达是第一位的，也是

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全球酒品中，法国葡萄酒为

什么声名远播？波尔多产区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威士忌、白兰

地等酒品在全世界的广泛认知和

认可，也离不开产区故事的传播。

所以中国酒业协会这几年也

一直在探讨中国酒业、中国白酒

产业的发展路径。我们既要打造

特色的产区，也要遵循客观规

律。目前我们推出了世界十大烈

酒产区，但产区的形成并不是简

单地画个圈就可以，更需要的是

产区要有自己的知名品牌代表，

也要有自己的风土、气候特色等。

酱香酒这几年发展非常迅

猛。在酱酒的带领下，白酒已经

全面提高了社会消费地位，也适

应了国家消费升级的大趋势。备

受关注的酱香型白酒，接下来应

该思考如何引领行业健康发展和

延伸可持续发展。

日前，7 家企业发起并签署

《世界酱香型白酒核心产区企业

共同发展宣言》，共建核心产区，

形成了“同心同德、聚势前行”的

良好局面。一个产区的发展，大

家会共同受益，也要共担风险。

所以今后希望核心产区的各家龙

头企业、各位企业领导，能够在以

下几个方面更加地努力：

第一，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

与担当。良好的产区环境，是优

质产品的最强有力背书，我们要

呵护好这一片好山好水，保护好

产区生态。要一起倡导赤水河流

域全境生态环境的保护，水土资

源的合理利用，科学种植；践行产

区内清洁生产、节能减排、循环经

济的理念，崇尚工匠精神，感恩天

赐风土、技艺传承。

如何保护现在的生态环境？

一是要与社会价值结合起来；二

是要在现有基础上让生态环境更

好；三是从行业角度要去研究和

建设、保护好微生态。

第二，要有全产区全品类全

行业的站位。我们国家的白酒香

型其实很多，目前有10个香型标

准化的技术委员会，现在还在增

加。什么原因呢？作为食品饮

料，风格多样化是它的生命力。

酱香型酒现在得到了社会的广泛

认可，从一个全品类的角度来看，

现在各个省的酱香酒都各具特

色，作为核心产区，有责任去保持

高度定位，同时也应帮助其他省、

市酱香酒一起发展。

第三，要有国际化的视野。

2017 年 9 月 13 日，中国酒业协会

白酒文化国际推广委员会成立，

茅台、劲酒都在其中。中国白酒

国际化也不单单是一个产业，而

是历史发展的需要，意义重大而

深远。威士忌、白兰地来到中国，

带着一本书，一套文化，一套理

念。酱香型白酒现在要推进国际

化进程，也应该独树一帜，以国际

化的视野，充分发挥优势产区的

核心价值，丰富产区内涵，用世界

语言，讲好中国酱酒产区的历史

文化和产区价值。

疫情的冲击我们不能小看，

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酱香

酒核心产区”的推出，充分彰显了

中国酒业的自信，有力推动了中

国酒业与世界酒业的融合发展、

共赢发展、协调发展，是构建酒业

和谐秩序的魄力之举。

一方水土酿一方美酒，每一

片水土都承载着文明的印记，每

一个窖池都浸透着工匠的汗水，

产区需要呵护，文化需要传承，行

业需要情怀，希望各酱酒企业能

够凝心聚力，同心同德，发挥带头

作用，引领酱酒产区做好酱酒品

类的生态保护、质量保证、产业链

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共同将

“世界酱香型白酒核心产区”打造

成世界酒业一流产区，为中国酱

香白酒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进而

引领世界酒业新发展，营造出更

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用世界语言讲好酱酒产区的品质和价值
如何维护和扩大消费者的认知和口碑效应，如何满足和保护消费者的品质需求，
如何更好地参与国际化竞争，将酱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推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

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 王延才

是政客吗？又或是肤色吗？显然都不是。因为，没

有什么能够阻挡一个国家综合国力背后的文化软实力

“着陆”。日韩的娱乐文化、西方的餐饮文化近些年一直

都在源源不断地对中国乃至全世界进行“输出”。人们

画着精致的日韩妆，拿着刀叉，追着英剧，听着蓝调，“外

来”文化的渗透已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时至今日，一款葡萄酒要进入中国市场，必先教育

消费者该国悠久的酿造历史和饮酒文化。摇杯、闻香、

轻啜、慢饮，在“高大上”们面前，我们用碗喝酒似乎显得

有些“上不得台面”。近两年，随着威士忌迎来“野蛮生

长”，“山崎”在中国市场深受消费者喜爱，带动了多款日

本威士忌大火。有专业人士提出，面对琳琅满目的英文

酒瓶，忽然发现有一瓶写着中国汉字的“山崎”、“余市”、

“白州”，你不觉得格外亲切吗？的确，文化带来的地缘

亲近感和魅力本身就有着“润物细无声”的营销奇效。

但在中国白酒的“全球化”进程中，我们的文化“渗

透”，是不是只能通过降度、混调成鸡尾酒来让外国消费

者接受？原泸州老窖集团董事局主席谢明就曾表示，中

国文化能走多远，中国白酒就能走多远。汾酒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李秋喜也表示，白酒有自己的“清香风骨”，

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在白酒国际化进程中，要用最优质

的白酒去征服他们的味蕾，进而通过文化征服他们的心

灵，这样中国白酒国际化的进程才会更合理。

在这里，不得不说火遍全球的短视频博主——李子

柒。她把传统文化拍摄的如诗如画，虽然只是默默地在

那里干着农活，偶尔地跟奶奶说几句四川方言。但所有

的视频都从最初的最初开始，追本溯源。就连酿酒也

是，先从耕地种粮开始。

在她发布的《家酿啤酒》视频中，一帧帧收麦、晒麦、

打麦的画面拉开了啤酒酿制的序幕。随后，泡麦、煮麦、

加曲、烤麦芽、糖化、发酵、加酒花等酿制过程在镜头下

一一呈现出来。据悉，为了拍摄这个视频，李子柒花了

前后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泡麦子一天，催芽两三天，头

道发酵两个礼拜，二道发酵三五天。因为过程繁复，她

建议没有酿酒基础的粉丝们暂且不要轻易尝试，因为一

入啤坑深似海。

从李子柒身上，我们看到了如何讲好酿酒文化、讲

好饮酒故事不在于自夸，而在于每一粒粮食的来之不易

和每一道酿酒工艺的精益求精。每一滴酒的背后，是匠

心酿造、辛苦付出，是酿酒人的勤奋、聪慧，也是酿酒文

化的延续、创新。酒不再是冷冰冰的机械化流水线生产

的产物，而是有记忆不忘、传承不断、情感仍在的有温度

的饮品。这不正是我们酒业想要讲好的品牌故事？不

也正是我们国际化想要传递出的中国酒文化自信吗？

曾几何时，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当拥有600

年文化历史传承的故宫，将国货变成了国潮，喜穿外国

大牌的明星、年轻消费者开始追捧李宁、回力，从妈妈辈

就流行穿的波司登羽绒服甚至登上了纽约的时装周。

这种消费主张的出现，背后不正是蓬勃喷涌的文化自信

吗？

对酒业来说，是时候扛起“文化自信”的大旗了！

是时候，扛起
“文化自信”的大旗
从李子柒身上，我们看到了如
何讲好酿酒文化、讲好饮酒故
事不在于自夸，而在于每一粒
粮食的来之不易和每一道酿酒
工艺的精益求精。

本报评论员 张瑜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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