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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驻上海总领事Peter�Pot-
man、澳优乳业董事长颜卫彬及创始
人陈远荣，以及澳优海普诺凯全球业
务发展经理Jeroen�Kiers出席发布
会。在发布会上，北大澳优母婴营养
研究中心教授王军波介绍，此次发布
的能力多氨基酸优化配方奶粉，是研
究中心以母乳氨基酸为重点研究项
目而发布的最新成果，此款奶粉的发
布将引领配方奶粉进入更深层次的
精确模拟母乳时代。

他说， 从第一代配方奶粉的基
本营养型，到第二、三代配方奶粉的
营养加强型， 再到现今以能力多氨
基酸优化配方奶粉为代表， 精确模
拟母乳的第四代配方奶粉， 整个婴
幼儿配方奶粉的发展过程始终以母
乳为黄金标杆， 不断的研发接近母
乳的产品。

据了解， 能力多采用了4大核心
技术，通过优化氨基酸比例，提高蛋
白质利用率和营养吸收率；采用矿物
质调整专利技术，降低奶粉渗透压接
近母乳水平； 通过先进的膜分离技
术，让产品富含母乳中特有的生物活
性物质； 通过糖基化乳蛋白脱敏技
术，降低过敏原。

可以说， 能力多奶粉的全新升
级，是澳优“给生命更好的开始”品牌
理念的最好表达。

澳优借荷兰资源布局全球乳业
北大澳优母婴中心发布精确模拟母乳的第四代配方奶粉

荷兰是世界上奶业一体化
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拥有世界
公认的最好奶源。荷兰乳制品以
高质量、安全、品种多样享誉世
界，尤其是婴幼儿配方奶粉。

澳优相关负责人说，荷兰
乳品是在国际公认的卫生标
准及生产规程基础上，建立的
“全产业链” 管理体系下监控
生产出来的，该监管系统能充
分确保来自荷兰自家牧场、自
有工厂的能力多产品的安全

性和高品质。
据了解，新的能力多产品

是采用荷兰自家牧场的荷斯
坦牛的纯正奶源，由澳优在荷
兰的自有工厂———澳优海普
诺凯公司生产出品。海普诺凯
源自1897年，是荷兰的百年乳
企，第二大奶粉生产商， 也是
全球最早的婴幼儿奶粉制造
企业之一，有从收奶到包装成
品完整的产业链，以及强大的
研发实力和严格的质量安全

控制系统，其天然牧场和严格
的安全生产标准，能确保奶源
的高营养和高质量。

荷兰驻上海总领事Peter�
Potman致词中表示， 近年来，
中荷两国在乳品行业的合作力
度不断加强， 澳优和海普诺凯
的结合， 也是中荷乳业交流的
一大亮点， 荷兰将继续增大对
中国乳品市场的优质输出，为
中国提供最优奶源， 为婴儿奶
粉提供更为可靠的安全保障。

今年5月1日起，中国全面实
施对进口乳品境外生产企业的
注册管理，未经注册的境外生产
企业生产的乳品不得进口。

澳优乳业成为首批通过国内
生产许可认证和海外认证注册的
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商， 能力多
品牌也成为首批国家检验检疫总
局公布获准进入中国市场销售的
自有品牌。

随着澳优乳业全球化布局
的加快，澳优现已成为一个在全
球拥有完善的从收奶、生产到市
场终端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并
在中国、北美、欧洲、俄罗斯、中
东等地拥有销售网络的国际乳
业公司。

在此背景之下 ， 澳优在
CBME展上顺势推出能力多氨
基酸优化配方奶粉，正是作为中
国首家100%控股海外乳企的澳
优乳业，借势荷兰乳企资源扩大
企业全球性发展战略的重要一
步，将荷兰优质的奶源及生产资
源注入能力多这个高端主力品
牌，将其打造成为国际性一流乳
业明星品牌，为中国及世界婴幼
儿奶粉市场提供更优质的产品。

■通讯员鲁宜记者杨迪

全球产业链贯通后，澳优的乳业优势越发凸显，也让新品发布水到渠成。7月22日，2014年CBME上海婴童展上，澳优北大母
婴营养研究中心发布最新研发产品———能力多氨基酸优化配方奶粉，一款来自荷兰自家牧场、自有工厂，并融合最新最前沿婴幼
儿营养研发成果的产品。

精确模拟母乳升级配方

形成荷兰自家牧场、自有工厂的全产业链

加快全球性发展

新品

产业

战略

7月22日，2014年CBME上海婴童展上，澳优发布新品。

长沙帝唯广告有限公司遗失
国税发票领购簿，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路港建设有限公司三都圩
项目部遗失开户行耒阳市信用
联社营业部临时帐户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 L554700003960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周银香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证号:
430122198201010329，声明作废。

唐学斌遗失医师资格证，编码:
199943141430423730124701。
遗失医师执业证，编码:141430
423000022。 遗失自考毕业证，
登记号:240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大海捷（湖南）工程技术研
究有限公司遗失对外贸易经营
者备案登记表，经营者代码：
430072252347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高收空调、厨具、桌椅
办 公 用 品 等13607480245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搬家 回收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男 47 岁丧偶私企部队转业性格
稳重踏实经济优觅贤淑爱家重
情女为伴 18664304238本人亲征

湖南金森环保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地方税
务局 2012年 04月 10日核发
的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026918132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028-68988888 18811182888
网址：www.wlyfxym.com 加盟 QQ：159815698

五粮液福喜迎门酒特惠招商
�������您要发财吗？ 您要出人头地吗？ 那就请加
盟五粮液股份公司福喜迎门酒！ 该酒品质优
异，是中国酒协特别推荐产品，尤适婚宴寿宴
喜庆宴。 价格低，利润高，央视网正热播“福喜
迎门”微电影喜剧片及赠车、广告费、业务员工
资等市场支持，特惠诚征县市级以上总经销商！

有闲散大额资金投资可合作
项目。 全国直投，寻居间代理

大额资金投资

18623080456中洲
投资

资金直投中小企业项目融资，
及个人贷款，无抵押无担保
50 万-1000 万手续简便下款快，
外地可。 15205165865唐经理

快速下款

长沙正式工：火车司机、供电、
乘务员，25 岁以下, 培训半年
上岗。 聘招生代理年薪十万。
0537-4458003 18654779909

中铁集团山东分校聘
最新斗牛、 三公多功能分析仪，
麻将、扑克、字牌透视隐形眼镜，
另可麻将飞针打场。 万象新天 4
栋 808。

尖端牌具

18373111313

搭载长郡教育航母，扬起名校
理想风帆 ,长郡资源共享中心
学校长桥文化补习学校长郡
班招本科线下 10 分以上学
生。 咨询报名电话：84072846

长桥补习学校招生

招生 招聘

贵酷集团出品的优质白酒、芒果
汁、苹果醋饮料招各地代理商。
招商热线:18374875188 陈总

白酒饮料厂家招商

专业办理信用卡额度大，下卡快，无前
期费用 18627545812

任意普通麻将,不偷不换,想变
就变,把把自摸,批万能程序,透
视眼镜,扑克筒子分析仪,教实
战牌技、可送货上门。 长沙火车站万怡
酒店 2楼 8231房

万变麻将

13787310502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有用才算 84257918

招商投资理财咨询
各类大小项目借款， 三百万起
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手
续 简 单 、 利 率 低 ， 放 款 快 。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咨
询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对
方资信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1万配资 10万。 13397513388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大额资金寻项目合作。 企业、
个人项目借款， 各类项目融资
投资：房地产、矿业、电站、农
业、林产、养殖、交通、学校、新
建项目在（扩）建工程等。 区域
不限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电话：028-68998787

深发投资

飞针麻将
牌不要换， 以一打三， 场场包
蠃， 另传授牌技， 扑克隐形眼
镜， 扑克分析仪等多种娱乐产
品。 万象新天18874769088

正宗国营 中华老字号
400-006-1163 www.egtjf.com

北京二锅头散酒坊

南山牛奶招商
大品牌、有保障、零风险、低投入
招经销商 50名,月收入 10000-50000
周经理：13378016588、84325817

实战牌具
低价安装麻将机程序，宽范围扑
克分析仪, 桌上无需放东西，一
对一透视眼镜。 筒子,密码麻将，
白光扑克等。
长沙晚报对面 134 6767 1788

万能遥控程序麻将机免安装包自摸
高端手表分析仪玩斗牛开船等庄闲
包赢.进口隐形眼镜看透跑胡子扑克
麻将.长沙火车站凯旋 A2005室

牌王科技

13755058383

水电、矿产、林业、农业、
煤矿、 房产、 在建工程
等。 手续简便

鑫泽投资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自有雄厚资金寻项目：

咨询：028-66639000

转让 租售

18674615999沈省 内 农 村 信 用 社
中信银行逾期记录消除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融资借款，200 万起贷， 利率低
放款快速，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68999111（银丰投资）成都
市顺城大街 269 号富力中心 14层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空乘，机场地勤，海员，高铁乘
务，日、韩语，100%包对口高薪
安置。 联系:马 13574897026

长沙明照职专招生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广告洽谈 QQ：602058576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8446480113875895159广告洽谈热线：

5-50万，下卡快，无前
期费用 18574390026办理大额信用卡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往请慎
重 ， 谨 防 受 骗 ， 切 勿 盲 目 经 济 往 来

联谊 交友

公告声明

非手术———

一根根“植入式”增发
非手术，一
根根“植入
式”增发，少
多少， 增多
少。 可做小
平头， 前发
际， 往后背
头。 女发增
密， 增发遮
白发， 物理
方法变黑。

咨询热线：0731-
89831328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223号湘域中央 1号楼 911室
www.hayija.com/cs/

89831428

补
发
前

补
发
后

补
发
前

补
发
后

凭此广告抵 元500

十年风湿腰椎疼痛专科，诚聘中
西医结合医师。 15111403557

诊所 招聘

毛坯房（高桥）长沙大道华雅国
际财富中心 1707 室，出租或出售。
电话：89922332、13974881144 唐

228m2 高档写字楼招租

想家男 47岁丧偶独居顾家重感
情有责任心，经商事业有成，
诚寻顾家孝顺女相伴，有孩视
亲生 18719455535 本 人 亲 谈

长沙投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将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地方税务
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遗失，税号:43010259942844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蒙慧林遗失爆破工程技术人员
安全作业证一本，证号：43J
CC0708，声明作废。

纯手工制做、上门回收、现金结
算、 签订法律购销合同、 预付
60%加工费。 财富热线：夏小姐
0752-5780687、15766826652
惠 州 裕 多 亨 电 子

电子产品 外发加工

安徽瀚翔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湖南分公司遗失国税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430111668
56822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