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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白总统会晤向西方释放明确信号 ——

联手抵御“颜色革命”企图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
统卢卡申科 14 日在俄黑海之滨城市
索契会晤，讨论了双边合作、白俄罗
斯局势等问题。从两国元首会谈结
果看，俄罗斯将继续帮助白俄罗斯政
府稳定局势。
分析人士认为，白俄罗斯总统选
举引发的动荡尚未平息，在此关键时
刻，卢卡申科访俄取得积极成果，不
仅展现了两国的特殊关系，也向西方
发出两国联手抵御“颜色革命”企图
的明确信号。

方都认为，西方国家可能会颠覆白
政府，并扶植一个请求西方在白驻
军的新政权，把白俄罗斯变成针对
俄罗斯的跳板。因此，他和普京商
定，一旦白方遭到外部入侵，白俄两
国将动用武装力量联军，共同保护
白俄联盟国家西部边境。

据新华社电 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总干事格罗西 14 日说，这一
机构人员已经进入伊朗一处核查地
点，
本月晚些时候将进入另一处地点。
格罗西当天告诉国际原子能机
构理事会，随着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
机构人员进入两处核查地点，他对这
一机构与伊朗增加信任怀有希望。
国际原子能机构六月理事会 6
月 19 日表决通过伊核准入问题决议
草案，要求伊朗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

供两处地点的核查准入。
格罗西去年就任国际原子能机
构总干事，今年 8 月首次访问伊朗，
讨论事项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
进入伊朗两处地点核查。双方发表
联合声明，伊朗自愿向国际原子能机
构提供进入两处指定地点的途径，并
为核查活动提供便利。
格罗西 14 日说，进入其中一处
地点后，核查人员已经收集环境样
本，
将分析样本。

地缘困局难破

两国展现团结
索契之行是卢卡申科赢得总统
选举后的首次出访。普京表示俄白
两国将继续加强合作，俄罗斯还将向
白俄罗斯提供 15 亿美元贷款。
普京表示，俄罗斯仍然遵守双方
之间的所有协议，包括在俄白联盟条
约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下的所
有协议。白方是俄方亲密盟友，俄罗
斯将履行所有承诺。两国应在国防
领域加强合作。
卢卡申科向俄方和普京个人在
白选举后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他
表示，俄白两国应在军事和经济领域
继续加强合作。就白俄罗斯最近发
生的抗议活动，卢卡申科说，重要的
是抗议者不要
“逾越红线”
。
就在普京与卢卡申科会晤当
天，俄白联合军演在白俄罗斯境内
拉开帷幕。
白俄罗斯 8 月 9 日举行总统选
举，反对派和部分民众质疑选举结
果并发起大规模抗议，导致国家局
势持续动荡。美国、欧盟不承认白
俄罗斯总统选举结果，并威胁对白
俄罗斯实施新制裁。而俄罗斯承认
这一选举结果，多次警告西方不要

IAEA 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核设施

普京与卢卡申科举行会晤。 新华社/美联发
干涉白俄罗斯内政。

警惕“颜色革命”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
院教授叶连娜·波诺马廖娃认为，向
白俄罗斯施压、在其内部制造混乱的
剧本恐出自美国之手，而立陶宛和波
兰是美国剧本的关键执行者。
俄专家指出，西方多年来不仅处
心积虑在俄境内发动“颜色革命”，还
对俄罗斯周边国家进行渗透，挤压俄
战略空间。西方的干涉给欧亚地区
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
与乌克兰相似，白俄罗斯也是西

方与俄罗斯地缘争夺战的目标。乌
克兰发生“颜色革命”并倒向西方后，
白俄罗斯成为俄罗斯抵御北约势力
扩张的唯一屏障，地缘战略地位更加
凸显。俄罗斯不能容忍白俄罗斯也
出现亲西方政权，不会坐视乌克兰的
剧本在白俄罗斯重演。
普京 8 月 27 日在接受“俄罗斯24”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俄方已抽调
执法人员组成一支预备力量，将在
必要时出手帮助白方控制局势。舆
论认为，普京这番话是向西方发出
的强有力警告。
卢卡申科 8 月 28 日说，白俄双

分析人士指出，身处西方与俄罗
斯博弈的夹缝中，白俄罗斯一直面临
较大地缘政治压力，而此次政局动荡
将进一步压缩白外交腾挪空间。
在克里米亚入俄事件、俄罗斯遭
西方经济制裁、俄白在两国一体化问
题上矛盾加剧等多方面因素驱动下，
白俄罗斯近些年尝试与西方国家改
善关系，以平衡俄罗斯的影响力，谋
求国家利益最大化。
2008 年，美国对白俄罗斯实施
制裁，导致白方召回驻美大使。今年
2 月，为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访问白俄罗斯，成为 26
年来首位访白的美国国务卿。此后，
两国恢复互派大使，白俄罗斯开始从
美国进口石油。
专 家 认 为 ，总 统 选 举 引 发 的 政
治风波严重冲击白俄罗斯与西方关
系改善的进程，而俄白两国关系将
更加紧密。
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秘书
长王晓泉认为，在俄罗斯力挺下，卢
卡申科大概率能稳住国内局势，但
今后执政道路面临更多困难。一方
面，他要继续防范西方的颠覆图谋，
保住政权；另一方面，他在推进俄白
一体化方面面临压力。俄白双方对
深度一体化的理解不同，不少白俄
罗斯民众不赞成按照俄方的设想推
进一体化。
（据新华社电）

TikTok 向美政府提交解决方案
据 新 华 社 电 TikTok14 日 发
表声明说，该公司已将一份方案提
交给美国政府。美国甲骨文公司
当天表示已与 TikTok 母公司字节
跳 动 达 成 协 议 ，成 为 其“ 可 信 技 术
提 供 商 ”，但 该 协 议 仍 需 美 国 政 府
批准。
TikTok 在声明中说：
“ 可以确
认，已向美国财政部递交了一份方
案，
相信这一方案可以解决美国政府
的安全顾虑，这一方案能帮助 TikTok 继续支持在美国拥有一亿用户
的平台的运行，
用户喜欢在这一平台

上建立联系和娱乐，与此同时，还有
数十万小企业和创作者依靠 TikTok 谋生并拓展有意义的事业。
”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 14 日早些
时候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财政部已接
到这一方案，甲骨文公司作为 TikTok 可信的技术伙伴，代表美方解决
国家安全问题。
目前各方尚未披露方案细节。
但据记者了解，方案若获批准，甲骨
文公司将为 TikTok 提供云服务，此
举不涉及 TikTok 的出售，也不涉及
TikTok 的核心技术转让。

戴姆勒与美监管部门达成和解
新华社电 美国监管部门官员
14 日表示，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
已与美政府达成和解，
将为其柴油车
排放超标支付赔偿金。
美国监管部门对戴姆勒的相关
调查已持续近 5 年。美国法院文件
显示，
戴姆勒将为此支付 22 亿美元。
戴姆勒 8 月中旬表示，与美国监
管部门的和解费用预计达 15 亿美元，

与车主的和解费用预计为 7 亿美元。
法院文件显示，
戴姆勒同意向每
名车主支付最高 3290 美元，并承担
高达 8340 万美元的律师费。戴姆勒
将召回并修理排放超标的机动车，
但
无需回购车辆，
除非其未能在规定期
限内解决排放超标问题。
目前，
戴姆勒在美仍面临相关刑
事调查，
并可能受到额外经济处罚。

【微酒云游】国缘 V9 的秘密，一位白酒博士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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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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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优异，树立了高端酱酒品牌的新标杆，以飞快
速度成长，成为一款广受期待的战略形象产品，而在外界眼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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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小时引来超 25 万人次的围观。

酱香热背景下上市的清雅
酱香，是偶然还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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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推广。我
们那时候感觉浓香的发展要跟酱香适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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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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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研发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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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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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智能化设备和现代生物科技进行
辅助，经过不断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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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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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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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年以上，
所以每一瓶国
缘V9都是10年老酒勾调而成。
”

智能化赋能，国缘 V9 的独
家秘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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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今 世 缘 自 主 研 发 的 机
械自动化白酒酿酒生产线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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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让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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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度酱香如何实现？创新
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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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突破是如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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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不至于酸得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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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
的，因为，我们的曲是黑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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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基础之上做出中度酒。

解密国缘 V9 工艺密码，产
量、存量首次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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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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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年以上
才能让这个幽雅的香气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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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扩产我们一年的产能规模达到
3000 吨，并且有了 2 万多吨的库存，

国缘 V9 如何选择代理商？
什么样的高端白酒才叫“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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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肯定是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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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等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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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者最美好的感受，是消费者购买你
更大的产品，
更多的消费，
而后形成更
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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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是白酒含有多少有益健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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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