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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水池贵阳饭店 28楼老酒馆：

成交万元老酒 就送习酒 1988

广告

��������入秋天气转凉，与老朋友喝杯老酒，是一件十分

惬意的事。 说到老酒，不得不说贵阳饭店 28 楼爱心

老酒收藏家孙建春，他就像冬天里的一股暖流，温暖

贵阳老酒市场。 他说 2018 年春节前后，凡是来收藏

馆成交的客户就送精美雨伞等礼品， 成交上万元的

顾客，还送习酒 1988。

据贵阳饭店 28 楼爱心老酒馆负责人孙建春介

绍，公司高价大量收购新老茅台、习水大曲、平坝窖

酒、安酒、鸭溪窖酒、贵州大曲、贵阳大曲、匀酒、金沙

窖酒等贵州名酒，特别是茅台酒，更是青睐有加，其

中包括 90 年代茅台、80 年代茅台、地方国营茅台、三

大革命茅台、葵花茅台、茅台特供等老酒。 另外，他们

还收购十七大名酒，包括新老五粮液、国窖、剑南春

酒、古井贡酒、洋河大曲、双沟大曲、黄鹤楼酒、全兴

大曲、沱牌曲酒、泸州老窖、武陵酒、宝丰酒、宋河酒、

西凤酒、汾酒、郎酒等各类名酒。 贵阳及周边地区可

免费上门收购，外地量大也可上门收购。

孙建春先生说， 市场上的老酒一般分为以下几

种，一类老酒：藏品级老酒，指的是著名酒厂早期生

产的老酒，具备较高的文化收藏价值。 二类老酒：优

级老酒。 优级老酒指的是尽管尚未达到收藏级别，但

是假以时日，随着时间增长，其价值将得到日益提升

的老酒。这类老酒通常酒龄在 15-20 年左右的老酒。

三类老酒：次新老酒。 近年来，生产时间在十年之内

的酒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青睐；这些酒行业俗称“次新

酒” ，市场藏量大，入手价格便宜，近年备受老酒投资

者青睐。 中国酒厂千千万万，不可能所有酒留存至今

都能成为佳酿。 很多酒或是因为当年酿造工艺粗制

滥造，或是因为保存环境差，口感已经完全变味。 这

些酒目前在市场上大量存在， 往往被人拿去忽悠想

要收藏老酒、却不懂收藏的老百姓们。 这些，孙先生

都可以为大家免费鉴定

一名老酒收藏爱好者和孙建春打过交道后说，

孙先生为人厚道、直爽，懂得与人合作共赢，在收酒

的过程中，孙建春先生不会太在意赚多少钱，而是千

方百计地保障客户的利益，下次有好的收藏品，一定

再与孙建春合作。

另一名因和孙建春先生打交道交上朋友的老先

生说，一个好的收藏品，也应交到最懂它的人手中，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藏品的最大价值。 其他方面不敢

说，在老酒这一块，孙建春先生真的是行家，懂酒，会

保管，把自己珍藏的老酒交给他，自己就像一个嫁闺

女的老丈人，放心！

孙建春先生表示，收购老酒不只是做生意，还是

一项文化事业，所有的优质老酒，不只是味道好喝，

更重要的是承载了酒文化和酒历史， 值得收藏和传

承。 喜欢收藏老酒的朋友，也可以来贵阳饭店 28 楼

老酒收藏馆，他将用其十多年的收酒经验，为大家耐

心讲解鉴酒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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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2 日，刘守

英又去了贵州省湄

潭县，去看望当年的

24 位老朋友———生

活在这里的一群农

民。

30 年前，还是个

年轻人的刘守英，在

这里发现了 “生不

增、死不减” 的农村

承包地关系稳定经

验。 后来，这成为中

国第二轮土地承包

的一项基本原则，

即：“增人不增地、减

人不减地” 。

而今，这个小山

村 的 另 一 项 改

革———承包地 “三

权” 分置，再次成为

各地借鉴的经验。

农 村 承 包 地

“三权” 分置，被认

为释放出农村承包

土地活力，为现代农

村和乡村振兴提供

了新动力。

“三权”分置

落花屯的第二次改革

从小家碧玉的湄潭县城出发，穿

过一片片茶园、果园，在抄乐镇落花屯

社区王太江家小楼前停下。 三层的小

楼，底楼的一半是小卖部，另一半则停

着辆黑色的轿车。

这次来湄潭县， 已是中国人民大

学经济学院教授的刘守英， 还是要算

土地账。

现在的落花屯社区，1372 户村民

中，有承包地的村民 1200多户，总耕地

面积 7000多亩。 村里的土地目前有一

半多在流转，被用于发展果园、茶园等。

这种关系，一度不稳定，也有诸

多限制。

总结经验、查阅政策后，在湄潭县

委、县政府指导下，落花屯社区决定实

施“三权”分置。“也就是把承包地的所

有权、承包权、经营权，通过颁证的形式

各自固定下来。 ”湄潭县委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湄潭县

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陶通艾说。

2017年 11月 28 日， 落花屯社区

通过确权后，举行承包地“三权” 分置

颁证———村股份经济组织持集体所有

权、农户持承包经营权，土地流转经营

户持流转土地经营权。

这是贵州省首例， 也是继农村家

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后的又一创新，与

党的十九大关于“第二轮承包期满后

再延长 30年”精神完全吻合。

这对于进一步稳定农村土地承包

关系，放活土地经营，发挥土地最大效

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陶通艾说，

现在湄潭县有 20 多个村居效仿了落

花屯的做法，并在进一步扩大规模。

今年，“三权” 分置在遵义市全面

推开。 与此同时，全国试点的面积也在

增加。 迄今，已有 200多个县派员到湄

潭学习经验。

“这个村子很了不起，30 多年时

间，为国家贡献了两条改革经验。 ” 刘

守英说。

30 年前，刘守英来落花屯住了半

个月，是因这里创造出的“生不增、死

不减”做法，破解了全国面临的承包地

反复调整的难题。 这条经验，经过总结

后，在全国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被作为

一条基本原则———增人不增地， 减人

不减地。

“放活”土地 兴了农村

土地都流转出去了， 农民靠什么

生活？ 这是刘守英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在落花屯， 现在一半以上的人口

外出，早已不再是 30 年前守着一亩三

分地过日子的农村。“种茶、种果树，卖

茶、卖水果，还有的外出务工，这些才

是农民的主要收入。” 社区党总支书记

吴孝强说，社区居民的收入，完全来自

传统农业生产的，不到三分之一。

事实上， 湄潭县部分农民已经开

始尝试有偿退出承包地。 去年，该县农

民张国晓， 成为贵州首位退出承包地

的“吃蟹者” ，获得 32万元补偿。 “与

其没精力耕管，土地闲置，还不如让给

有需要的人。 ”他说。

在确定土地权属关系， 实行 “三

权”分置后，土地经营权进一步放活，乃

至整个湄潭县，迎来规模化现代农业的同

时，一、二、三产业正在融合发展，促使农

民从第一产业向第三或第二产业转产。

与落花屯相距不远， 湄潭县兴隆

镇金花村大青沟组，在对村集体、村民

的各种资源确定权属关系并颁证后，

把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整合村集

体和村民资源，打造出闻名的“七彩部

落” 。 这个仅有 70多户人家的偏僻村

庄，现在人均收入已接近 3万元。

“白天，我们采茶，是茶农；晚上，

我们为游客搞茶艺表演、油茶制作等，

身份又成了演员。 ” 村民陈应才说，去

年， 村民通过集体经济两次获得的分

红，总计超过 30万元。

王太江是当年接受刘守英调查的

24户农民代表之一。 他说， 村里实行

“人增人减地不增减” 后，村里掀起好

田好土种烤烟， 荒山、 草坡种茶的高

潮，也有部分村民外出务工。 “没有人

再闹着调整土地。 ”他说。

“湄潭农村承包地改革，搅活了一

池春水。 ” 刘守英说，这是湄潭县走出

来的不同于其他地方的路子。 湄潭经

验，对于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耕地少、

耕地破碎地区，意义很大。

因多数承包地流转给了合作社，

王太江和老伴现在只种了几分地的辣

椒、蔬菜等，偶尔去合作社采茶，生活

过得轻松、安逸。 “58 岁时，我考了汽

车驾驶执照，买了一辆轿车。 ” 王太江

说，没事的时候，就开着车，拉着老伴

去县城、省城，看望上班的儿女。

湄潭改革动力 来自何处

目前， 湄潭县共流转土地 20多万

亩，占全县承包地总面积的 25

%

，实现

适度规模经营， 带动资本进入农村、农

业。 以抄乐镇落花屯社区为例，此前有

农民专业合作社 3个，现在已有 15个。

不到 40 岁的彭忠，是落花屯茶叶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早年，他从落花屯

出发，前往江浙等地打工，呆过一线车

间，也做过销售。2008年回乡从事茶叶

经营，还搞加工。 现在，合作社拥有 1

万多亩茶园。

“流转关系稳定了，我的信心更足

了。 ”彭忠说，他正在对茶叶生产加工

线进行技术改造。

此前，彭忠向银行出具《土地流转

经营权证》，拿到近 20万元的贷款。据

介绍，从去年底开始搞“三权” 分置到

现在，当地银行通过这些权证抵押，发

放贷款 3000多万元。

陶通艾说，此外，通过“三权” 分

置， 村股份经济组织通过土地流转管

理、土地入股、土地入市、土地征收和

土地退出等获得收益。

与抄乐镇毗邻的兴隆镇红坪村，

通过流转 500 亩土地给园区， 每亩收

取 30 元管理费，每年都有 15000 元的

稳定收入。 位于县城的湄江镇湄江村，

在土地被征收后， 村股份经济合作组

织从补偿费中， 提取部分作为发展基

金，现在已累积了上亿元资金。

“这些资金，成为撬动农村现代化

建设的新动力。 ” 陶通艾说。

近 10 多年来，湄潭县利用农村承

包地等综合改革试验政策， 结合新农

村建设，整治乡村环境，完善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新农村，

其中仅改造的农家房屋就有 4 万多

栋。 “到湄潭做农民去” ，这个宣传语

的内涵，正被外人所认识。

农村宅基地分割入市试点，应运

而生。

兴隆镇兴隆居的刘某一家， 是湄

潭农村宅基地分割入市的第一户，也

是全国第一户。 去年，他家通过向村股

份经济合作组织申请， 办理了相关手

续、缴纳 8571 元土地收益金后，将自

家房屋的一部分， 卖给了龙凤村村民

陈某。

这个试点工作， 正在条件较好的

鱼泉镇偏岩塘试点。“我们打算通过摸

清规律， 为城里人来湄潭做农民铺平

道路。 ” 陶通艾说，这也是一次改革。

刘守英认为，改革是不断推进的，

没有终点。30年来，湄潭县围绕农村土

地做文章，通过改革原有的管理方式，

稳固了农村土地权属关系、 放活了土

地经营权， 由此带来农村产业结构调

整、产业升级和生产关系的变化。

“让各方面都受益，这是湄潭改革

源源不断的动力。”刘守英说，湄潭县围

绕农村承包地改革，最大的收益是土地

产出增加，农民生活变好了，资本进入

农村、农业，现代农业的雏形有了，政府

财政也有了收入。 本报记者 黄黔华

刘守英与王太江重逢

土地“三权”分置的湄潭样板

当地土地承包推出的一系列举措，成为全国各地借鉴的经验

A

B

C

湄潭农村新面貌

湄潭的茶产业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贵阳晚报 联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