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到白酒的香型，大家首先会想到
主流的分类：浓香型、酱香型、清香型
等，这种分类比较粗放。俗话说，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白酒也是一样，由于各
地气候、水、酒窖和粮食不同，大江南
北的白酒口味都不尽相同。在焦作温

县，就有一种具有独特香型的白酒——
古温酒。

河南白酒界泰斗、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河南省食品研究所专家
委员会原秘书长张福友品尝过古温酒后
这样评价：“初啜微辛，再品绵柔，后

味甘洌，海饮而不醉，一口一感受，一
品一春秋；醉得慢、醒得快，饮过不上
头；醒后口不干、头不疼，浑身轻
松。”据张福友介绍，河南古温酒厂旗
下的“古温无言”和“司马懿”牌老酒
是高品质的双轮底酒，采用独特方式发
酵贮存，口感绵柔、香味饱满、陈香四
溢，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白酒以

“ 香 ” 分 类 、 新 流 派 绵 柔 型 白 酒 以
“味”为主的格局，自成一派，故称之
为“绵柔陈香”型白酒。“绵”即绵
长，酒体丰满、不清淡，不是简单的降
度，而是沉香、绵柔型基础酒、调味酒
等绵柔原酒的最佳组合调味；“柔”即
柔和、柔软、柔顺，不爆辣、不刺喉，
饮时舒畅，饮后舒适。它增一分则浓，
减一分则淡，是一种可以让消费者大胆
畅饮的白酒。绵柔就是“低而不清淡，
高而不烈，绵长尾净，丰满协调。”

张福友说，白酒酒质与白酒酒窖和
调味老酒的品质有密切关系，新酿白酒
里兑上几滴调味老酒，酒的味道就会立
即发生神奇的变化。古温酒厂之所以能

酿出好酒，与几百吨三四十年的陈年老
酒有密切关系，这是源源不断地造出好
酒的保证，要好好利用这么好的资源，
不能“糟蹋”，不能“贱卖”，现在几千
元钱一斤卖出去，以后几万元钱也买不
来。

古温酒厂总裁范有旺说，近日，
《河南省酒业转型发展行动计划（2017~
2020年）》已经省政府同意并印发，倡
导“河南人喝河南酒”“豫商卖豫酒”，
各级公务接待活动按照规定使用地方
酒。“作为焦作本土白酒企业，古温酒
厂要积极响应这一号召，积极开发生产
品质优良、包装简朴、价格适中的白
酒。为了让社会大众都能消费得起此
酒，古温酒厂运用了一系列降低成本的
办法，首先是把利润点压到最低，减少
营销的中间环节，尽量节省广告费用；
其次是推出节能环保型包装，率先脱掉
高档白酒的豪华外衣。他说：“我个人
非常反对白酒过度包装，一套豪华包装
盒的价格再加上附加费用，占据了产品
30%以上的成本，甚至超越了白酒本身

的价值，而且在开酒时相当麻烦。我亲
眼看见过，有人在开酒盒时把手划破
了，场面十分尴尬。而我们的节能环保
型系列酒，在外观好看大气的基础上，
包装成本不超过总成本的 5%，并且开
酒时非常方便。现在多数企业希望通过
奢华的包装吸引消费者，且已经形成一
种趋势。但我一直认为，酒本身的价值
并不是那么贵，
消费者花几百元
钱买瓶酒，很多
钱都花到了包装
上，这是一种毫
无意义的资源浪
费。我希望各家
酒企都能从产品
质量上下功夫，
别在包装、卖相
上较劲，给消费
者多提供一些物
美价廉的优质好
酒。这是一个企
业家应尽的社会

责任。”
范有旺底气十足地说：“古温酒厂

开发了节能环保型系列酒，零售价几十
元一瓶的白酒，其品质直接对应市场价
二三百元的名酒，一定能让消费者喝到
真正物美价廉的好酒。”

砺 心

古温酒厂古温酒厂

产品展示产品展示

（图片由古温酒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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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提醒

据市商务局监测，上周
我市生活必需品价格降多涨
少。总体来看，食用油、粮
食、猪肉、蔬菜价格下降，
鸡蛋价格上涨。

气温下降，蛋鸡产蛋率
降低，鸡蛋价格止跌回升。
上周，我市鸡蛋零售价格为
每公斤 8.09 元，较前一周上
涨 2.93%。随着气温不断下
降，蛋鸡产蛋率持续降低，
预计后期鸡蛋价格振荡上行
的可能较大。

天气晴好，光照充足，
蔬菜产量多上市快，导致上

周我市蔬菜价格下降。上
周，我市蔬菜零售均价为每
公斤 3.77 元，较前一周下降
2.58%。其中，生菜零售价格
降幅较大，达14.35%。随着
温度持续下降，应季蔬菜减
少，预计后期蔬菜价格易涨
难跌。

上周，我市食用油零售
价格为每升 15.9 元，较前一
周下降 0.62%；粮食零售价
格为每公斤 5.43 元，较前一
周下降 2.16%；猪肉零售价
格为每公斤28.43元，较前一
周下降0.46%。 李 秋

上周鸡蛋价格止跌回升
蔬菜猪肉等价格下降

据新华社哈尔滨 11 月
14 日电 （记者闫睿） 立冬
后，从北方前往南方温暖城
市过冬的老人逐渐增多。医
生提醒，冬季是心脑血管疾
病高发期，在季节变化时变
换生活地域，更要加强防范。

“每年 11 月至次年 3 月，
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
此时奔波于温差较大的南北
方，易使心脑血管对外界环
境的适应力降低，加之北方

人重油重盐的不良饮食习
惯，易致脑卒中等疾病发
生。”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
内科医师于海燕解释。

专家提示，进入冬季，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在饮食、
生活、药物等方面要加以重
视。一旦有头痛呕吐、血压
骤高、胸口疼痛频率增加等
症状，要及时就医。若条件
允许，“候鸟族”老人在出发
前宜进行一次身体检查。

医生提醒“候鸟族”老人
冬季谨防心脑血管疾病

本报讯（记者刘婧）食品安全关系群众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昨日，记者从市食品药品监管局了解
到，为保障群众吃上放心农产品，我市将进一步加强
农药兽药管理，严查食用农产品农药兽药残留，对涉
嫌犯罪的，及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在加强食品生产经营过程风险控制方面，我市各
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在食品生产经营环节的日常监
管上下功夫。加大对食用农产品贮存、运输、销售环
节的监督检查，督促食用农产品经营者落实产地进货
和销售管理责任，不得采购、销售来源不明的食用农
产品；督促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办者加强市场准入
管理，建立入场销售者档案，对入场销售的食用农产
品开展检查和抽样检验，发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用农产品，立即停止销售。

与此同时，我市还将把农药兽药残留作为食用农
产品和食品抽检监测的重点内容，进一步加大抽检监
测力度。加强对市场销售的粮食、蔬菜、瓜果、畜禽
肉、鲜蛋、奶、茶叶及辖区其他常见食用农产品农药
兽药残留的抽样检验，增加检验频次。各县（市）每
月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不少于20批次，全年抽
检不少于240批次。对检出非法使用农药兽药或残留
超标的，要及时监督生产经营者采取下架、召回、销
毁等措施控制风险，并追查源头和流向。

我市还将着力加大风险隐患排查力度，将农药兽
药残留超标纳入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项目，继续深入
开展畜禽、水产品抗生素、禁用化合物及兽药残留专
项整治行动，提高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我市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加强与公安、农
业、粮食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加大对各类违规违法行
为的查处力度，责任追究到人，对涉嫌犯罪的，及时
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在严厉查处食品安全违规违法行
为中，我市将对蔬菜、瓜果、茶叶和中草药材等食用
农产品及其制品，重点加大高毒禁用农药、超范围超
限量使用农药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对畜禽产品及
其制品，重点加大“瘦肉精”等禁用物质、超范围超
限量使用抗生素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对粮食制
品，重点加大农药残留、真菌毒素、重金属残留超标
产品的排查力度，严防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制
品流入市场。

加强食用农产品质量监管
严查农药兽药残留问题

本报讯（记者郭嘉莉） 11 月 14 日 10
时，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李玉
杰在焦作“网上法院”上线观摩暨全省法
院信息化工作推进会上宣布：“焦作‘网上
法院’正式上线运行。”这标志着我市法院
填补了全省法院“电子诉讼”的空白，在
全省领跑“网上法院”，为推进全省“智慧
法院”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
经验。

“全省法院要以焦作‘网上法院’成功
运行为契机，下大力气推进网上办公办
案，所有案件必须网上办理，不能体外循
环；所有公文必须网上运转，不能线下报
送，实现全业务网上办理。”河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专职审委会委员郭保振在焦作“网
上法院”上线观摩暨全省法院信息化工作
推进会上向全省法院作了战前动员。会议

提出，昨日起，全省法院信息化工作攻坚
战全面打响，“智慧法院”信息化3.0时代
将扑面而来。

为实现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2017年初
步建成、2020年深化完善“智慧法院”的
建设目标和战略部署，市中级法院紧紧围
绕“智慧法院”建设目标，积极探索利用
信息化手段拓宽司法公开、诉讼服务新渠
道，以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需求为导
向，结合焦作法院审判工作实际，深度开
发应用系统，加强应用系统间的融合，建
成了焦作“网上法院”，开创了“智慧法
院”建设新局面。

记者在会议现场了解到，“网上法院”
可以实现全流程网上办案、网上案件流
转，将“诉调对接管理系统”应用于多元
化矛盾化解工作，实现诉前智能评估、智

能分流、诉前调解与立案的无缝衔接。“网
上法院”提供了当事人服务平台和律师服
务平台；设置了诉讼服务区、司法公开区
和诉讼指南区3个功能性区域；有当事人登
录通道、律师登录通道、群众登录通道、
法官登录通道4种登录途径；拥有诉调对
接、网上立案、网上缴费、电子送达、材
料提交、证据交换和质证、网上开庭、网
上调解、联系法官、网上阅卷、执行线索
举报、网上申诉信访等28个功能模块。

同时，市中级法院还配套建设了焦作
“网上法院”手机APP，手机扫描二维码即
可登录“网上法院”，方便律师、当事人和
社会公众随时了解审判动态和案件信息，
实现了法院与公众“零距离”。

焦作“网上法院”的正式上线，为当
事人、律师和法官提供了全天候、跨地域

线上服务，诉讼不再受时间、空间和地域
限制，节省了诉讼时间，减少了诉讼开
支，减轻了当事人诉累，构建了开放、动
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

据了解，今年9月13日，市中级法院
在全省法院率先实现“网上开庭”，通过
网络庭审系统对一起民事赔偿案件开庭审
理。自今年 8 月份试运行以来，全市法院
通过“网上法院”立案申请案件4100件，立
案从申请发起到法官接收，时间缩短到 5
分钟至 10 分钟；通过网络庭审系统，开庭
审理案件 17 件、在线办理诉前调解案件
371件、电子送达法律文书1103件、网上
辩论 1349 次、提交材料及代理词 210 份；
群众通过“网上法院”联系法官 349 次；

“网上法院”注册律师510人，占全市律师
总数的85%，受到了律师和当事人的欢迎。

为全省法院信息化应用工作树立典范

焦作网上法院昨日正式上线运行
填补了全省法院“电子诉讼”空白

11 月 14 日，在山阳区举办的“学习十九大 拥抱新时代”
演讲比赛初赛上，一名选手在激情演讲。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该区决定在全区举办“学习十九大 拥抱新时
代”演讲比赛。当天，来自该区的36名选手参加了初赛。

李军鹏 肖 箫 摄

11月14日，解放区焦北街道幸福街社区龙光西院居民自发行动起来，开展家家认养树木花草、建设生态
文明家园活动。活动中，居民们纷纷认养楼院里的树木花草，积极投身到爱绿护绿的行动中来。李良贵 摄

纯粮精酿古温酒 绵柔陈香醉山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