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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缘V9的秘密 吴建峰博士的答案
微酒云游

01 酱香热背景下上市的清雅酱香是偶然还是必然？

02 智能化赋能，国缘V9的独家秘籍

03 中度酱香如何实现？创新是关键

“国缘V9是今世缘独特工艺体系的结晶，具有色如黄钻、晶莹剔
透、香如奇楠、清雅飘逸、酒体圆润、香味协调、回味悠长、空杯留香持久
的特点，从而形成了清雅酱香独特的风格。”

在9月8日的微酒云游当中，中国新一代白酒大师、今世缘酒业副
董事长、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白酒博士吴建峰，这样解读现象级产品

“国缘V9”在风格上的特点。
尽管国缘V9在过去一年来，成绩优异，树立了高端酱酒品牌的新

标杆，以飞快的速度成长，成为一款广受期待的战略形象产品，但是在
外界眼中，这款产品始终有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国缘V9的核心价值点是什么？研发清雅酱香的初衷是什么？国
缘V9在经销商的选择上会有怎样的要求？当天，带着这些问题，微酒
副总经理张静与吴建峰博士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对话，1小时引来了超
25万人次的围观。

在吴建峰博士看来，清雅酱香型白酒
的诞生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著名的中国白酒泰斗周恒刚老先生
上世纪60年代在茅台试点，对茅台工艺进
行了总结，并提升了质量，随后把茅台的
做法在全国做了推广，我们那时候感觉浓
香的发展要跟酱香适当做结合，这也是完
成他老人家的心愿。”谈到研发初衷，吴建
峰如是说。

据了解，当时，今世缘考虑到现实情况
提出通过做芝麻香，将芝麻香作为淡雅浓香
的调味酒。不过在研发过程中，研发人员发
现由于当时工艺和技术受限，加上芝麻香在
市场上受众有限，因此认为做芝麻香并不是
最好的选择，不过前期做芝麻香的技术积累
为后来清雅酱香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今世缘将原来的
麸曲法改成以大曲为主，并让黑曲占据了
80%以上的比例，再配合一部分香曲。在
独特工艺以及不同气候、微生物作用之
下，加上研制和生产过程中大量运用了智
能化设备和现代生物科技进行辅助，经过
不断的试验，最终研发出了具有独特风格
的清雅酱香型白酒。

由此也证明了，虽然不在贵州，但是
周恩来总理的故乡江苏淮安也能够产出
优质酱香白酒。

需要注意的是，酒虽然研发出来了，
但是却并不能立刻上市售卖。吴建峰透
露，“刚出来的新酒度数较高，香气比较
冲，必须放置十年以上，所以每一瓶国缘
V9都是十年老酒勾调而成。”

众所周知，在行业内今世缘的智
能化酿造一直走在前列，目前今世缘
已经基本实现了智能化，为什么在其
他很多企业大讲手工酿造的时候，今
世缘要大力开展智能化呢？

吴建峰认为，白酒的创新需要经
验的沉淀，而加强白酒工艺当中的智
能化水平有利于技术的传承，能够让
企业在未来更有竞争力。

据了解，2011年，今世缘自主研
发的机械自动化白酒酿酒生产线便已
经投入使用；2015年，今世缘全面投
产了装甑机器人生产线，在白酒行业
率先将酿酒大师的手工酿造工艺，通
过AI智能科技进行转化，形成一套系
统化、标准化、数字化的酿酒流程。让
整个酿造过程变得可控，为白酒酿造

工艺标准化奠定基础，从而保证每一
瓶酒都品质如一。

对此，吴建峰认为，“不同时代的
人对酒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因此需要
不停地创新，不断地进步，而不是固步
自封，我相信只有这样创新发展，不断
地为当代人，为未来人做更好的酒，这
个企业、这个行业才可持续。”

“国缘V9是今世缘独特工艺体
系的结晶，具有色如黄钻、晶莹剔透、
香如奇楠、清雅飘逸、酒体圆润、香味
协调、回味悠长、空杯留香持久的特
点，这就是清雅酱香的独特风格。这
种独特的风格也与饮后舒适愉悦的特
点一起，构建了国缘V9清雅酱香最
为核心的价值点。”吴建峰表示。

众所周知，传统酱香为53度，为
何国缘V9能够做好52度高度酒的同
时也能够做好 42 度清雅酱香型白
酒？如何在酒精度数下降后依然让酒
体保持原有的风味感觉？这种技术上
如何突破的？

吴建峰表示，“核心的问题就是要
把我们酱香香气的总含量在酒里面更
多地富集起来。因为这样富集得更多
以后，后端酸度过高的酒就可以少一
点，酒度就能适当提高一点，这样当酸

脂平衡和香味饱满度足够的时候，降
成42度的酒，这样才不至于酸的过
头，酒体的平衡性会好。”

“所以说酱香难就难在这儿，这也
是为什么我们清雅酱香可以做到，因
为我的曲是黑曲，不是以黄曲为主。”
吴建峰坦言，以黄曲为主就很难实现，
必须以黑曲为主，这样才能让曲香的
飘逸感更浓、更足，进而减少后段酒的
比例，让酸度不那么高，并在此基础之
上做出来中度酒。

04 解密国缘V9工艺密码，产量、存量首次曝光！

作为一款风格独特的酱香白
酒，国缘V9的工艺密码是什么呢？

吴建峰表示，主要是以黑曲为
主，辅以香曲，高粱小麦为原料，清
蒸清烧、高温堆积、高温发酵、高温
馏酒、长期储存，这才会形成国缘
V9的整体风格特点。

“国缘V9必须要存储十年以上
才能得到这个幽雅的香气。”吴建峰
强调道。

同时，吴建峰还透露，“我们从
开始实验到完善整个清雅酱香的
工艺用了多年的时间，那时候产量
确实不高，只有两个组几百吨一
年。虽然通过扩产现在我们一年
的产能规模到3000吨，并且有了2
万多吨的库存，但是由于需要存放
较长时间，加上总体产能有限，因
此清雅酱香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比
较稀缺的。”

05 国缘V9如何选择代理商？
什么样的高端白酒才叫值？

从上市之初，很多经销商便对
国缘V9充满了兴趣，那么国缘V9
是如何选择经销商的呢？

“在对经销商的选择上，首先是
他要喜欢上这款酒，然后他的朋友
或者他的客户也喜欢这款酒，这样
做这个酒才是最合适的。”

吴建峰表示，短期来看，作为一
个刚刚上市的产品，国缘V9的影响
力目前还比较有限，但是从长期来
讲肯定是会有未来的，因此经销商
需要有定力，把国缘V9作为一个事
业来看待，而不是看这个酒现在能
挣多少钱。

对于高端白酒，吴建
峰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高端酒不是
高价位的酒，高价位酒只
是一个表达，一个价格的
体现。高端酒是能够给予
消费者一个最美好的感
受，是消费者购买你更多
的产品，更多的消费，然后
形成了更多的市场，更多
的销量。

“消费者拿钞票来投

你的票，认可你的产品，才会变成高
端酒，不是标高价位就是高端酒。”
吴建峰如是说。

同时他认为，今后白酒的发展
趋势主要有三点。第一是酒体必须
高品质，第二是饮酒时感官体验的
独特性和愉悦感，第三是白酒包含
了多少的有益健康成分。归根结底
就是，喝好酒，少喝酒。

吴建峰坦言，也正是在这样一
种情况下，白酒被赋予了更多的价
值感，让做白酒的人更有自信，感觉
这个事业值得追求，而白酒也将树
立自己的信心。

8 月 31 日至 9 月 5 日，6 天内，
发生了三件与体彩、与扶贫同时有
关的事情。透过这三件事，“体彩扶
贫”的轮廓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人们
面前。

一件一件说。
第一件事发生在 8 月 31 日。

当天，财政部发布公告，公布 2019
年全国彩票公益金筹集分配情况和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安排使用情
况。公告显示，2019年全国发行销
售彩票 4220.53 亿元，共计筹集彩
票公益金1158.81亿元。

其中，以体育彩票公益金为重
要组成部分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当年资金总额达 175.92 亿元，
用于国务院批准的一共涵盖 16 个
具体项目的社会公益事业项目。在
这16个项目中，用于扶贫事业的公

益金成为最大头，为 26.4 亿元，占比
高达 15%。该项目由国务院扶贫办
组织实施，主要用于贫困革命老区县
的贫困村村内小型生产性公益设施建
设等。

第二件事发生在 9 月 1 日。当
天，《中国体育彩票 2019 年社会责任
报告》正式对外发布。这是继2017年
和2018年之后，中国体育彩票连续第
三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该报告全文
72 页、3 万余字，诚恳详实地展示了
2019 年中国体育彩票履行社会责任
的情况，开诚布公为公众答疑解惑。

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助力
脱贫攻坚也是中国体育彩票书写的浓

墨重彩的一笔。不论是公益金使用方
向，还是自身实际行动，中国体育彩票
一直在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力以赴。

2019 年，在以彩票公益金形式大
力支持扶贫事业的同时，国家体彩中
心还通过支教扶贫、赛事扶贫、消费扶
贫等诸多方式，在扎实开展山西繁峙
县、代县的对口扶贫工作中致力实现

“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此外，还深
度关注社会需求，多次向定点扶贫地
区捐赠资金与物资，面向深度贫困地
区开展“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项目，捐
赠体育器材，全年共安排4批次支教人
员，以不断丰富的支教课程为当地学
生带去充实的学习体验。

第三件事发生在 9 月 5 日。当
晚，中国体育彩票携手央视电影频道
联手打造的十集脱贫攻坚主题公益纪
实节目《温暖有光放映队》播出了第五
集。在节目中，体育彩票支持的扶贫
公益放映队走进大山深处的贵州榕江
县，送电影下乡并见证“体育扶贫”为
那里的人们带来的改变。此前，《温暖
有光放映队》已走过云南腾冲、四川峨
边、河北阜平和宁夏银川等四站，在助
力脱贫攻坚战的征程上留下了公益体
彩的光影印记。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
年。助力脱贫攻坚，体彩持续发力。

“体彩扶贫”范围广、事迹真、效果好，
展现了中国体育彩票的责任与担当，
正在提交一份脱贫攻坚大考中的“体
彩答卷”。 来源：中国体彩报

脱贫攻坚大考中的“体彩答卷”

9 月 10 日，我国迎来第 36 个教师节。
教师节来临之际，人们不应忘记，教育助学
是体育彩票公益金的重要使用方向。在这
个方向中，人民教师既是把握方向的师者，
也是体彩公益的受益者和实践者。“体彩与
教师”并肩而行，共同努力，为促进我国教育
事业发展作出着贡献。

说起“体彩与教师”的那些事，“三项计
划”不得不提。

从2007年起，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开
始接受财政部、教育部的委托，开展以体育
彩票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在教育领域的公益项目。2011
年至今，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
目通过“滋蕙计划”“励耕计划”和“润雨计
划”等三项计划，用于奖励普通高中品学兼
优的家庭困难学生以及资助家庭经济特别
困难的教师，救助遭遇突发灾害的学校等。

在上述“三大计划”中，全国各地符合受
助条件的教师也是享受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持的教育助学计划公益成果的重要群体。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为教育助学项目投入10亿元。

2020 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这一年，最大限度地保障并加强贫困地区师
资力量和水平，是教育扶贫举足轻重的关键
一环，也是体育彩票公益金的重要着力点。
2016年以来，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着重向
中西部22个省份的贫困地区倾斜。截至目
前，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投资建设国贫县乡

村学校少年宫8770所，全国国贫县乡镇中
央项目覆盖率达到68.74%。2020年，乡村
学校少年宫在17个省（区、市）实现国贫县全
覆盖。在这个过程中，无数教师从中受益，
而体彩公益金是重要的资金支持来源。

2019年起，国家体彩中心联合中华全
国体育基金会等单位启动“公益体彩，扶贫
支教”活动，当年累计派出120余名优秀师
生，对四川省88个扶贫重点县之一的乐山
峨边彝族自治县的 28 所中小学开展支教
活动。其中，由“体育彩票乐善基金”提供
资金，支持成都体育学院组织80名优秀师
生对峨边中小学开展教育扶贫，承担体育
教学相关工作，总工作量将达 24000 学
时；同时，还派驻多名支教指导教师和专任
教师团队常驻峨边县指导工作。可以说，
在体彩助力教育扶贫的征程上，人民教师
也是一支托举梦想的生力军。

此外，2017年至今，国家体彩中心以党
员、优秀职工为主组成“公益体彩小分队”，
先后赴山西繁峙县、代县的四所小学开展12
批次支教活动，共有近90人次参加，支教时
间合计300余天。就在今年9月2日，因新
冠肺炎疫情而被迫延期的“公益体彩小分
队”2020年扶贫支教之旅正式启动——首
批体彩支教老师共八人，分别前往繁峙县上
永兴小学和代县下木角小学任教。

脱贫攻坚，振兴乡村，教育是最重要的方
式。多年来，中国体育彩票持续、广泛支持教
育事业，助力教育公平，奋力托举祖国未来。

体彩新语：

说说“体彩与教师”的那些事儿

云南腾冲、四川峨边、河北阜平、
宁夏银川、贵州榕江，《温暖有光放映
队》已经走过五站，作为电影频道与
中国体育彩票联手打造的脱贫攻坚
主题公益纪实节目，这一次，放映队
长林永健、与队员丁柳元、孙甜甜一
起，来到了位于大别山腹地的河南信
阳新县，在这个曾经的贫困县里他们
将开启一段温暖有光的新故事。

脱贫攻坚，革命老区焕光彩

新县，隶属于河南省信阳市，位
于古老的大别山区之中。风光旖旎，
群峰起伏，河溪纵横，鄂豫皖边区第
一块革命根据地在此诞生，中国工农
红军也在这里萌芽，红色革命歌曲

《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此传唱。处处
蕴含着红色记忆的新县，却曾经有着
84.3%的贫困群众。如今，在脱贫攻
坚的号角下，这里已绽放出新时代的
光彩。跟随放映队的脚步，我们将一
起见证老区人民的新生活。

如今的新县，道路畅通，百姓住
宅、校舍焕然一新，脱贫的成果和幸
福的生活映照在百姓们的笑容上。
在体彩公益金的帮助下，这里拥有
了完善优质的健身基础设施以及国
家级登山健身步道，使得百姓们不
仅在物质上脱了贫，更在精神和身
体素质上得到提升。

“公 益 体 彩 快 乐 操 场”
用体育点亮梦想

“扶贫先扶志”，在脱贫攻坚的

道路上，教育是极其重要的环节。在
中国体育彩票的支持下，“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在新县蓬勃开展，为孩子们
创造了优越的体育锻炼条件。而本期
放映队员、奥运冠军孙甜甜除了放映
任务外，还接受了体彩的邀请，来参加
田铺乡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捐赠仪式。体彩将“积极向
上、勇于拼搏”的体育精神，与新县的
大别山精神相融合，用捐赠活动给这
里的孩子们准备了特别的一课。

据悉，贫困地区的中小学受到物
质条件的限制，体育器材匮乏，孩子们
的体育课总是开展不起来。体彩自
2012年发起“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活
动，旨在为这些孩子们送去急需的体
育器材与公益体育课。截至2019年，

快乐操场已在全国范围内惠及 3630
所学校，给孩子们创造了优质的体育
锻炼条件，培养孩子们的健康理念和
健身意识，同时也在他们的心中种下
了体育的种子。

在体彩的助力下，田铺乡九年一
贯制学校还建立起了足球队，良好的
训练条件让孩子们离他们的足球梦更
近了一些。体育老师兼足球队教练王
粤祥表示在有了体彩捐赠的设施和器
材后，他的体育课更加得心应手，孩子
们的兴趣也比以前更大了。

公益体彩助力乡村体育蓬
勃发展

新县的超长健身步道，也成为了
此次放映队走访中的一大亮点。据

悉，由体彩公益金捐助的新县健身步
道 总 长 度 305.7km，人 均 健 身 场 地
3.14 平方米，位居全省第一。同时这
条健身步道把新县的红色景点串联在
一起，为本地群众和外来游客提供了
便利。放映队不禁感慨：新县是长征
的出发点，这条步道修得也很有长征
的氛围。

不仅是健身步道，整个新县都具有
良好的体育氛围。在体彩公益金的支
持下，新县有了自己的体育馆，也是河
南省第一个“雪炭工程”体育馆，同时建
成了篮球场、网球场、门球场、羽毛球
场、健身路径、体育公园、社区健身中心
等一系列场地设施。基础设施的完善
为活动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各类全民
健身赛事相继走进了大家的生活，人民
群众纷纷走出家门，积极锻炼起来。

乡村体育的发展，促进着人民群
众精神面貌的改善。在体彩公益金的
助力下，新县“志智双扶”，不断激活群
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自强精神，为
新县的脱贫攻坚唱响一曲华彩乐章。

精彩继续，邀你走进革命老区

放映队在河南新县，将感受到公
益体彩对新县体育、教育及脱贫所做
出的贡献，同时也将面临意想不到的
挑战，林永健、丁柳元与孙甜甜一行三
人能否顺利完成放映？这一路上又将
发生哪些温暖人心的故事？9 月 12
日19：30，让我们相约电影频道，共同
见证这段温暖的光影之旅。

来源：中国体彩网

林永健、丁柳元、孙甜甜与你相约河南新县
9 月 7 日起，顶呱刮百万票“7 彩宝石”

携手“挖金矿”“中中中”两款新票，为购彩
者们送上“刮中‘光芒’送好礼”活动，截止
到 9 月 8 日，“7 彩宝石”已累计送出 200 元
礼品2702份。

日前，顶呱刮有三款新票在江苏上市，
分别是20元面值、最高奖金100万元的“7
彩宝石”，10 元面值、最高奖金 5 万元的

“挖金矿”，以及 5 元面值、最高奖金 5 万元
的“中中中”。伴随新票上市，江苏购彩者
乐享双重好礼。

第一重好礼：自“7 彩宝石”上市之日
起至 2020 年 10 月 11 日，江苏购彩者购买

“7 彩宝石”，如单票中得 200 元，可获得价
值200元礼品一份。活动中奖者须在销售
网点兑付 200 元礼品，中奖票全省通兑。
截止到 9 月 8 日，“7 彩宝石”已累计送出

200元礼品2702份。
第二重好礼：2020 年 9 月 7 日至 10 月

11 日，三款新票携手为购彩者们送上“刮
中‘光芒’送好礼”活动。活动期间，购彩者
在全国任意体彩实体店购买这三款新票，
若刮出“光芒”符号，中奖者在完成奖金兑
付后（如有），刮开保安区覆盖膜，通过“中
国体育彩票”微信小程序或“中国体育彩
票”APP 扫描票面保安区二维码，即可按
提示兑换指定面值的苏宁卡。“7 彩宝石”
刮出“光芒”符号可兑换 500 元苏宁卡 1
张，“挖金矿”刮出“光芒”符号可兑换 200
元苏宁卡 1 张，“中中中”刮出“光芒”符号
可兑换 100 元苏宁卡 1 张。500、200、100
元苏宁卡奖品数量分别为 20000、25000、
50000 张，如 10 月 11 日 23：59：59 前奖品
派送完毕，则活动提前结束。

7彩宝石已送2702份礼品

顶呱刮开启“追光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