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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南县有着悠久的酿酒历史，既是闽
派黄酒的重要起源地，也是“中国红曲黄酒
文化之乡”与“中国红曲黄酒文化传承基
地”。2021 年，屏南红曲黄酒酿造技艺被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千百年来，屏南乡民通过手口相传，将
红曲制作与酿酒技艺流传至今。如今，在各
方的重视与保护下，这一古老技艺又将与
新时代擦出怎样的火花？

深刻影响生产生活

黄酒是世界三大古酒之一，源于中国，
且唯中国有之。屏南县地处闽东北鹫峰山
脉中段，境内层峦叠嶂，山多田少，清泉醇
冽，出产高山稻米，具有得天独厚的制曲与
酿酒条件。

“唐宋时期，红曲制作与黄酒酿造技艺
已经在屏南民间流传。”据屏南县文化产业
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吴文胜介绍，明万历年
间的《古田县志》（屏南原属古田县境内，于
清雍正十三年始建县）记载“田家多制曲，
畲客少租山”，说明在当时，屏南制曲酿酒
之风已然兴盛。

据元代《饮膳正要》记载，酿酒所用
的红曲又名赤曲、红米，因主产于福建
又名福曲，是红曲霉寄生在粳米上而
成。红曲霉耐酸、耐较浓的酒精、
耐缺氧，也是我国南方福建、广
东、台湾一带酿酒的重要酒曲。

在 清 光 绪 年 间 ，《屏 南 县
志》还对制曲水稻“降来壳”有
过专门记载：“米制红曲殊佳，
近古田各都，每于山上种之。”
民 国 三 十 年《屏 南 县 志·实 业
志》记载，路下、古厦、长坋、北
墘诸乡均有白曲、红曲两种，
出售外省。清代至民国期间，屏
南路下、长桥、屏城、甘棠等乡
镇各村，一直都是红曲的生产
地，所产红曲质量上乘，近则销
往邻县及省城福州，远则贩运
上海、天津、宁波等地。

屏南民间传承古法酿造传
统，以家酿或小作坊形式生产
红曲黄酒。作为屏南重要的传
统产业与外销产品，红曲黄酒
深刻影响着当地百姓生产生活
的方方面面，不论是婚庆嫁娶还
是节日祭祀，抑或是制作当地特
色的药膳美食，都少不了红曲黄
酒的身影。

千年古法 秉承匠心

今年 76 岁的陈官唱是屏南红曲
黄酒酿造技艺省级传承人，酿酒已将近
60 年。“我出生于熙岭乡龙潭村的一个酿
酒世家，小时候经常泡在酒坊里看爷爷酿
酒。”陈官唱从 17 岁起，在父亲陈大局的指
导下，逐渐习得整套古法酿酒的工艺流程。

据陈官唱介绍，酿造一坛真正的屏南黄
酒，优质的选材和八道精细工序缺一不可。

“我们通常选用生长在高山上的稻米来制作
酒曲，用颗粒饱满、富有光泽的糯米来酿酒。
而酿酒所用的泉水也极为讲究，为令酒质香
醇浓厚，选取每日早晨至中午的山涧泉水进

行酿制，过午不用。”陈官唱说。
此外，在酿制的过程中，需经过“浸米、

蒸煮、摊晾、入坛、发酵、压榨、煴酒、陈放”八
道工序。在每年冬至日的前一夜，先将糯米
浸泡在水中，随后进行蒸煮，蒸熟后的糯米
饭摊晾在大竹篱上冷却至合适的温度，再
将按比例分配好的米、水、曲放入坛中搅拌。
入坛后的黄酒，经历两个月的发酵期，再经
过压榨，将酒和酒糟分离，便可得到原始的
生酒。

接下来，便到了最考验酿酒师功夫的
煴酒环节。煴酒即煮酒，通过焚烧稻秆、谷
壳，令酒中增添一丝稻谷的清香。煮的过
程中极其考验酿酒师对火候的掌握，火过
大，酒容易烧过，味道、颜色都会受到影
响，火候太小又无法达到煴酒的效果。这
其中的诀窍，也只有拥有多年酿酒经验的
老师傅才能领悟。

2008 年，屏南红曲制作与黄酒酿造技
艺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而陈官唱也先后参与并成功打造“惠
泽龙”“龙潭里”“虎潮潭”等多

个知名黄酒品牌，

惠泽龙酒业更迅速成为当地黄酒产业的龙
头。目前，屏南县生产黄酒的企业和作坊超
百家，年产量 2万吨，年产值 2.5亿元。

融合与创新

近年来，受市场环境、机器酿酒等因素
的冲击，传统古法酿酒产业面临窘境，倒
逼屏南红曲黄酒产业转型。“此前，屏南
红曲黄酒主要以手工古法酿造为主，无
法进行现代化规模化的生产，因此我们
也积极调整思路，打开新市场。”陈官唱
很清楚，红曲黄酒的产业转型势在必
行，他与儿子创办的福建白水洋酒业有
限公司积极与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省食
品技术研究协会对接，成立技术服务站，

全力攻克酿造技艺难点，在不影响黄酒风
味质量的情况下，缩短发酵周期，提升酿酒
效率。

而在红曲黄酒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探
索上，屏南惠泽龙酒业走在前头。惠泽龙重
点对酿造技艺和灌装技术进行提升改造，
采用先进的大罐发酵技术和 10万级无菌灌
装技术，实现从传统酿造到现代化规模化
生产的转型升级。

在产品内容创新上，屏南的“酿酒师”
们也开始尝试在传统黄酒的口味上融入新
元素，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口味偏
好，开发出不同口味的黄酒，拓展销售渠
道。“针对不同消费群体，区分产品功能，推
出多种情景下适宜饮用的系列产品，像闽
东一些地区喜好甜食，我们通过调整黄酒
配方，研发出口味偏甜的红曲黄酒。”惠泽
龙公司董事长邱允滔说。

几年前，随着龙潭古村的开发，来到当
地定居的新村民也纷纷加入到屏南红曲黄
酒的产业中。来自江西省吉安市的胡文亮
和曾婉珍夫妇，在红曲黄酒的包装上融入
油画、动漫、四平戏等元素，与龙潭古村的
文创特色相映成趣，一经推广销售，不少黄
酒产品都成了爆款。

在酿酒之风同样盛行的屏南县代溪镇
北墘村，每年冬至前后，村里都会举办黄酒旅
游文化节，以酒为媒，通过保护酒文化遗迹、
建设黄酒文化展示馆和黄酒手工作坊、打造
文创产品等方式，写好“黄酒+文旅”文章。

2021 年，北墘村已接待游客近 3 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超过 300 万元，这让代溪镇
党委书记陈娟对北墘村黄酒产业的发展信
心更足：“下一步，我们还将重点推进北墘
黄酒沉浸式体验项目，增强与游客的互动，
做深做强黄酒文旅产业。”

屏南红曲黄酒：行觞千年笑醉翁
□本报记者 朱子微 通讯员 甘叶斌

图①：控温发酵 本报通讯员 莫沽 摄

图②：榨酒 本报通讯员 莫沽 摄

近日，省发改委批复核准福建古雷 150 万吨/年乙烯及下
游深加工联合体项目（中沙古雷乙烯项目），项目总投资 420.7
亿元，标志着我省迄今为止一次性投资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
正式落地古雷开发区。

“中沙古雷乙烯项目不仅是我省迄今为止一次性投资最
大的中外合资项目，也是近年来国内少有的高投资额中外合
作项目。”漳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古雷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胡栋
良说，该项目对于落实中沙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进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沙特“2030 愿景”对接，保障我国能源安
全、产业供应链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古雷开发区将
围绕烯烃-塑料、芳烃-聚酯等两条产业链，提出突破“三个千
亿”的目标，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绿色生态石化基地，力争 2025
年、2030年工业产值分别达到 2000亿元、5000亿元。

高位推动
打造千亿石化产业集群

古雷北联长三角，南接粤港澳，面向台湾和东南亚，产业
辐射范围宽广。同时，位于航道要冲，是中东、东南亚原油及化
工产品从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国内乃至东北亚市场的重要节
点。此外，古雷港是全国八大深水良港之一，建港条件优越，规
划码头岸线 25.8 公里，可建设生产性泊位 80 个，年吞吐能力 2
亿吨。

古雷开发区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提出的“四个
更大”重要要求和四项重点任务，抓好省政府、漳州市政府出
台的“省十二条”“市十五条”政策，聚焦提高效率、提升效能、
提增效益。

作为全国七大石化产业基地之一的古雷开发区坚持以发
展石化为主业，推动重点项目加速落地、重大产业加速集聚，
努力打造千亿石化产业集群；积极融入“海丝”核心区建设，持
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效提升古雷石化基地及规划精细
化工园区内产业项目的仓储物流能力；积极融入两岸融合发
展示范区建设，大力发挥古雷作为全国唯一台湾石化产业园
区优势，加速推动两岸石化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积极融入全省

产业发展蓝图，围绕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的“打造石油化工
等万亿级支柱产业”目标，切实发挥古雷石化基地作为全省石
化产业“两基地一专区”重点建设区域的优势。

如今，中沙古雷乙烯项目正式获得核准批复，台资、外资、
央企、民企的一批批重大项目如潮而至，古雷这片热土必将更
加声势壮阔。

快速行动
打造产城融合石化新城

今年，漳州深入开展“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攻坚年”活动和
“七比一看”竞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绿色生态石化基地。

在“快”上下功夫，是提高效率题中应有之义。目前，古雷
石化基地发展全面提速，产业体系日趋完善，初步形成“芳烃-
聚酯”“烯烃-塑料”两条千亿能级的产业链。园区已投产、在
建、签约、重点在谈产业项目 53 个，总投资 3295.16 亿元，达产
后年产值 4227.73亿元、税收 374.74亿元……

在难题攻坚上反应快。古雷开发区专班驻点省直部门，仅
用 1 个多月时间完成桐昆聚酯、天辰等 28 个重点产业项目能
评报批；联动省直部门开通“绿色通道”，在不到 7个月时间内，
推动 2.47万亩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和 3688亩杜浔盐场废转
获省政府批复；中沙古雷乙烯项目 4457亩用地获批，在省委主
要领导亲自协调下，项目 550万吨新原料解决方案顺利获国家
发改委批复；古雷炼化一体化一期项目 117.6 公顷用海获国务
院批复。

在项目动工上审批快。古雷开发区大力弘扬“马上就办、
真抓实干”精神，实现了中沙古雷乙烯项目从合资合同签约到
项目核准仅用 9个月时间，顺利完成国家反垄断局和相关产业
关联国的反垄断调查程序；总投资 120亿元的桐昆聚酯项目实
现当年签约、当年开工；总投资 345 亿元的古雷炼化一体化一
期项目从中交到投产仅用不到 100天时间，创下近年中石化集
团大乙烯中交开车新纪录。

此外，在基础配套上跟进快。产业项目投产所需的公用配
套日趋完善，园区现已建成生产性码头泊位 18个、年吞吐能力

3454 万吨，建成配套 331 万立方米液体罐区、腾龙热电站、32
公里综合管廊，北部华能古雷热电厂一期项目计划年内竣工，
达产后年供电量 5.5亿千瓦时，实现日污水处理能力 10万立方
米、日燃气供应能力 36万立方米。

完善生产生活配套。古雷开发区一体推进产城融合发展，
成立厦门大学古雷研究院，启动筹建漳州职业技术学院石油
化工学院古雷校区，已建成新港城居住区、欢乐岛旅游度假小
镇，总投资 12.5 亿元的港城大道顺利通车，漳州一中古雷港分
校揭牌成立，沙西第二中心幼儿园、杜浔第二中心幼儿园、古
雷开发区第一医院综合楼提升工程等为民办实事项目建成投
用，漳州市医院古雷分院筹建工作加快推进……

优化机制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高地

提升效能，重在服务品质“优”。
营商环境就是产业服务的“牛鼻子”，古雷开发区强化机

制保障，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开展“千名干部挂千企”帮扶
活动。

优化工作机制。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古雷工作，成立了以
省领导为组长的专班，指导古雷产业发展。漳州市委市政府成
立了以漳州市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石化基地建设领导小组，建
立每月现场办公机制，协调解决了片区合作开发、专项优惠政
策等 24项重大问题。针对石化产业项目审批层级高、协调面广
等特点，组建由漳州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古雷重大石化
项目前期专班，建立“一周一会商，一月一汇总”工作机制，积
极推动中石化二期项目“纳储转规”。古雷开发区成立了由区
主要领导任组长的石化基地协调小组和石化园区协调办，实
行“一个窗口”清单化服务，为落地企业提供全周期跟踪服务。

优化审批机制。古雷开发区开展“窗口无否决权”服务，建
立审批事项否决逐级快速上报机制，有效解决行政审批服务
过程中“不收件”“随意退件”等问题。古雷开发区实施相对集
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360项与项目建设相关的服务事项实
行“一枚印章管审批”，法定时限压缩比例达 90.9%，企业开办

审批实现“1 天+零成本”。比如，投资 120 亿元的桐昆聚酯项目
从窗口申请到完成公司注册备案仅用 4个小时。

优化跟踪机制。古雷开发区实施重点项目“两单一表”管
理，逐一制定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和完成时间表，定时督办、闭
环管理。古雷开发区建立“督查三张表”机制，并将结果运用到

“1+N”作风纪律督查机制、干部作风纪实档案结果运用机制
中，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推进。

创新驱动
打造先进环保石化园区

古雷开发区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确保石化产业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

古雷开发区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在全省率先实行第三方
安全巡查，引进国内领先的安全专业团队——上海守安集团
进驻园区，对标国务院专家组标准，对企业实行全天候安全巡
查。总投资 2700 万元的全国有毒有害气体环境风险预警体系
项目竣工投用，建成 18个大气污染热点网格化监测点，实现大
气全时段精准监控。建成 5万立方米杏仔公共事故应急池和南
部罐区 10 万立方米码头事故应急池、全省最大的工业固废处
置中心、大型海上溢油应急设备库等。启动“智慧古雷”项目规
划建设，着力打造专业化、可视化的封闭式园区管理体系。成
功入选国家应急管理部“工业互联网+危化安全生产”试点园。

古雷开发区坚持创新驱动，通过引进 SABIC、荷兰皇家孚
宝、德国林德气体等国际优质龙头企业，聚焦产业链“卡脖子”
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项目，不断提升“引进—消化—吸收—创
新”的能力。比如，中沙古雷乙烯项目引进了 19 项全球领先工
艺技术，其中 SABIC 的 4 项专利技术为国内首次引进；古雷炼
化一体化一期项目 9套主装置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古雷开发区始终坚持绿色发展。严格落实“双控”“双碳”
要求，指导企业对标一流能效水平，实施清洁生产改造，持续
优化能耗结构。同时，启动古雷石化园区整区屋顶分布式光伏
项目，为建设世界一流绿色生态石化基地打下坚实的基础。

（薛敏灵 陈艺灵 卢冠琼）

古雷开发区：聚焦提高效率、提升效能、提增效益，奋力突破“三个千亿”

本报讯（记者 吴在平） 近日，泰普生物科学（中
国）有 限 公 司 研 发 并 生 产 的“2019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2019-nCoV 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在
福 建 省 药 械 联 合 限 价 阳 光 采 购 平 台 成 功 挂 网 ，挂 网
价为 3.18 元。

据悉，在省、市药监有关部门的大力帮助下，该产品
于 5 月 20 日成功获得了国家药监局批准的三类注册证，
泰普也成为我省本土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以“PCR-荧
光探针法”技术获准注册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相较于抗
原检测，“PCR-荧光探针法”是国家推广并广泛应用的
核酸检测产品，这一产品的最终推向市场结束了我省新
冠核酸检测试剂需向省外采购的历史。

泰普生物的新冠核酸检测试剂对目前已发现的各类
新冠变异株具备同等检出能力；检测下限为 200copies/
mL，符合检测要求；适用于大规模筛查、实验室日常检
测、解除隔离管理及出院等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场景。

泰普生物新冠核酸检测试剂盒
挂网销售
结束我省向外采购新冠核酸检测试剂的历史

本报讯（记者 廖丽萍 通讯员 周莹 张进） 前日，
一批来自台湾高雄的货柜搭乘厦门中欧班列建发专列发
往俄罗斯，此前，该批货物以海运方式抵达厦门。这也意
味着中欧（厦门）班列首发“台湾—厦门—圣彼得堡”海铁
联运线路。

今年 3 月份以来，受俄乌冲突影响，我国台湾地区以
及东南亚国家至俄罗斯的传统海运运输受限，而台湾经
厦门转口至俄罗斯的海铁联运物流通道为上述地区货物
发往俄罗斯提供了新的物流快捷方案。经测算，从台湾海
运至厦门再搭乘中欧班列运往俄罗斯，比全程海运节省
了近一半的运输时间。

中欧（厦门）班列是最早由自贸试验区开出的中欧
班列。依托集装箱货物过境厦门口岸的政策优势，中欧

（厦门）班列持续扩大海铁联运规模，推动两岸产业深度
融合，推进与我国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互联互通。
自班列开通截至 5 月底，中欧（厦门）班列已累计发运
1147 列，累计货值 277.11 亿元，其中，海铁联运承运货值
超 10 亿元。

中欧（厦门）班列首发
“台湾—厦门—圣彼得堡”海铁联运线路

本报讯（记者 王永珍） 近日，财政部公布 2022 年
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并下达奖补资金
预算。我省龙岩市、宁德市、晋江市、厦门市入选，共获补
资金 6000万元，其中厦门市 3000万元。

根据要求，省级财政部门要履行牵头责任，加强部门
协同和政策联动，因地制宜建立对示范区的激励约束机
制，指导督促示范区落实落细示范区建设方案，探索财政
支持普惠金融发展有效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树立标杆，打造样板，切实引导普惠金融服务增量、扩面、
降本、增效。

我省4地入选
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

本报讯（记者 何金 通讯员 陈鑫炜 黄瑜鹏） 昨
日，南安产业会客厅正式启动并投入运行。

据了解，南安产业会客厅也叫产业服务驿站，是央企
五矿集团在南安的项目。该会客厅含有产业展示窗口、产
业信息发布平台、党建工作室、综合会议室、多功能室等。

据介绍，该会客厅的主要功能是展示南安产业经济
文化，搭建平台，为南安市对外招商引资以及进行产业合
作提供交流平台。

南安启动产业会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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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北墘村酒文化节现场
本报通讯员 甘叶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