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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尚普咨询发布的《2010-2013年中
国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市场分析调查
报告》显示：到 2030 年为止，我国人均奶类
占有量将达到 25 公斤左右， 总产量达到
4250万吨左右。 未来五年，国内含乳饮料产
品消费会大幅度提升。 可以看出，乳饮料丰
富的营养、甜美的口感受到了市场的广泛欢
迎，势必会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而在
乳饮行业的蓬勃发展之下，蒙牛果蔬酸酸乳
作为行业中的翘楚， 拥有前瞻性的健康理
念、 丰富的营养元素以及完美的营养搭配，
较其他碳酸饮料及茶饮料更有益都市人群
营养的补充，受到了行业内营养专家的一致
认可和高度肯定。

权威专家 高度认可
国家营养保健师熊苗, 著有《营养密

码》、《今天，你蔬果了吗？》、《健康食物搭配
450》等多部营养搭配方面的书籍,� 并多次
被邀请参加卫视频道的健康营养类节目进
行健康方面的讲座，为多家杂志、报纸撰写
营养健康稿件， 在营养搭配方面她很有经

验。她说:健康离不开均衡合理的搭配，食物
多样化就可以做到。 她指出，随着人们健康
意识的不断提升， 牛奶的营养价值已经被
世人所知晓， 而果蔬类乳饮料的问世可以
说是乳业的一大创举。 其创新性地开拓了
营养结构的三维空间，科学合理的将牛奶、
水果、蔬菜“三大健康品类”的营养元素进
行配比，相成相生，兼收并蓄，满足了不同
人群的营养所需， 解决了当下都市白领营
养比例失衡的这一健康问题。 毫无疑问，果
蔬类乳饮料已经成为乳饮行业发展的新里
程，标志着乳业已经从单一营养，成功迈入
了“立体营养”时代。

与此同时，熊苗也指出果蔬类乳饮料最
大的优势就是将多种营养物质进行科学的
配比，既达到了营养的丰富，也合理的平衡
了营养的摄取；相对于其他碳酸饮料及茶饮
料，营养是更加丰富的，有效的补充了人体
所需的营养。而且果蔬类乳饮料的口味多种
多样，既营养又有乐趣，可以满足不同人群
的营养所需。

飞利浦
中国太阳能 LED 路灯项目获评

UNFCCC 公私合作（PPP）典范案例

健康护航 专家力荐 蒙牛果蔬酸酸乳备受肯定

蒙牛果蔬酸酸乳牛奶 +水果 +蔬菜的完美搭配
与此同时， 国内第一健康网站 39 健康

网对果蔬乳饮料行业中的领导品牌和行业
引领者蒙牛果蔬酸酸乳进行了权威评测。
39 健康网是国内最权威的营养评测机构之
一， 拥有专业的评测专家和严谨的评测过
程， 其发布的评测报告即代表着权威的认
证。 在对蒙牛果蔬酸酸乳的评测中，专家分
别对产品所含的成分及营养价值、饮用的口
感和质感、以及产品属性和功能支持都做了
全方位的评测，得出了权威的认证。

从评测报告来看，全新蒙牛果蔬酸酸乳
番茄口味特别适合爱美的女性朋友，因为它
选用的是超过 10 小时日照的新疆番茄，富
含更多的茄红素。 茄红素对女性的肌肤保养
很有好处，有保湿补水、抗老化的功效，让肌
肤更红润，更有光泽。

此外这款番茄口味中还融入了草莓、紫
葡萄、蓝莓、樱桃、青梅多达 5 种新鲜水果。
其中富含了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尤其是维
生素 C和葡萄多酚，可以美白、嫩肤，有助改
善斑点、皱纹、松弛等皮肤老化问题。 对于现
在的年轻一族，在百忙之中，选择这款乳饮
料，即可补充营养，也可美容，可谓一举两

得。
据 39 健康网的专家介绍，牛奶、水果、

蔬菜原本就是我们日常膳食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 提供人体每日所需的各种碳水化合
物、维生素和矿物质，保证人体的健康所需，
而每类食物都有着各自的“一技之长”，合理
的搭配会收获意想不到的健康作用。 比如番
茄、胡萝卜这样的红色食物，可以增强人体
抵抗力，在即将到来的寒冬提升抗御感冒的
能力；黄瓜、猕猴桃等绿色果蔬，富含丰富的
维生素与膳食纤维，在纤养美容方面能够起
到很好的效果；而美国戴维?西伯博士通过
近 20 年的潜心研究， 发现紫色蔬果中含有
花青素，具有强力的抗血管硬化作用，可以
有效的防护益身。

而蒙牛果蔬酸酸乳正是将多种纯正果
蔬汁与醇香牛奶完美组合，经过反复的科学
实验， 终于实现了多重营养的完美搭配，使
得营养更加丰富，很好的解决了都市人群营
养摄取的单一性问题，合理有效的平衡了人
们饮食结构的偏失。 可以说，无论是在醇香
牛奶中科学融入≥10%的纯正果蔬汁， 还是
每一款产品中都富含 6 种果蔬类营养物质，

蒙牛果蔬酸酸乳的营养比例和营养成分，在
全行业中是独占鳌头的。 因此，蒙牛果蔬酸
酸乳在营养价值这一项的评测中，获得了极
高的分数。

香滑口感 纯美体验
在评测过程中，果蔬酸酸乳香滑的口感

也给专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牛奶的芳香
加上果蔬汁的酸甜口感，既满足了饮用者的
营养所需，又给予了饮用者轻松愉悦的好心
情；而其纤细高档的时尚外形也受到了评测
专家的一致认可，鲜艳的色彩、华丽的包装，
无疑提升了果蔬酸酸乳的时尚品味；而丰富
的色彩从另外一个侧面体现出了水果 + 蔬
菜 +牛奶组合带来的营养元素和价值感。

丰富的营养元素，甜美的感官体验使得
果蔬类乳饮料开创了乳饮行业的营养新纪
元， 赢得了专家的一致认可和消费者的喜
爱，而蒙牛果蔬酸酸乳更是凭借立体的营养
理念、优质的产品元素和均衡的营养配比在
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逐渐树立了行业领军
者的地位，也不断践行着行业领导者应有的
责任， 为改善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努力着，行
动着！

南非德班———在 12 月 6 日晚结束的联合国
应对气候变化大会高端会议———“驱动变革，全
球行动”（UNFCCC� Momentum� for� Change）
会议上，由贵阳市政府、气候组织（The� Climate�
Group） 和飞利浦照明联合实施的太阳能 LED 路
灯项目被宣布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十大全
球典范案例之一。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 先生、 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 先生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 秘书处执行秘书长克里斯蒂安娜·菲
格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女士出席了今天的
会议。

作为“千村计划”的合作伙伴之一，飞利浦向贵
阳当地十余个村庄提供了总价值超过 100 万人民
币的产品；并结合当地的日照条件和需求，为贵阳
特别设计开发了能满足连续 5 天阴雨天的照明需
求，并结合光控与时控的智能太阳能 LED 路灯。

一汽 -大众奥迪
荣获公益事业大奖

2011 年 11 月 25 日，在由中国公共关系网及中
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官方网站共同主办的“2011 最
具公众影响力企业社会责任事件评选活动”中，一汽
-大众奥迪“绿色驾驶·菁英训练营”活动荣膺“2011
最具公众影响力企业社会责任事件奖”， 一汽 - 大
众奥迪销售事业部公关总监卢敏捷女士被授予

“2011十大杰出传播人物”称号。
卢敏捷女士一直致力于奥迪品牌建设和企业公

关传播。她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应该是基于企
业使命和行业责任，并兼顾未来社会和谐发展”等理
念，获得了评委组的一致认可和赞誉。

中国人首获 2011年
“正确生活方式奖”

2011 年正确生活方式奖颁奖仪式 12 月 5 日晚
在位于瑞典议会大厅举行，中国太阳能企业家、国际
太阳能学会副主席黄鸣因为其在太阳能领域的卓越
贡献，成为 30年来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人。

大会认为，“黄鸣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太阳能企业
家， 证明了企业界可以为全球能源和气候问题作出
贡献。他研发出顶尖的太阳能技术，并大规模推广使
用。他在中国山东德州建立的太阳谷，为全世界树立
了一个可再生能源的样板”。

黄鸣自 1995年创办中国皇明太阳能以来，一直
把“为了子孙的蓝天白云，实现全球能源替代”做为
愿景。十多年来，皇明创造的中国太阳能可持续发展
新模式，使 2亿多中国人用上太阳能，共计推广太阳
能集热器达 2000 万平方米，节煤 4000 多万吨，减少
相应污染物排放近 4000多万吨。目前中国已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生产国和使用国， 每年减
少相应污染物排放近 33600多万吨。

作为科学家、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黄鸣曾参与
并推动中国通过了《可再生能源法》。 2011 年 1 月，
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的国情咨文中， 列举中国已领
先于美国的领域，其中提到“世界最大的民营太阳能
研究基地”，即指黄鸣所创建的中国太阳谷。 在中国
太阳谷内，以蔚来城为代表的住宅区、写字楼群、度
假酒店、厂房、学校、交通等所需的能源，几乎均由以
太阳能为为可再生能源参与提供， 应用 100 多种节
能和清洁能源科技，整体节能 80%以上。

记者获悉，黄鸣正推进“微排地球战略“，即将
“中国太阳谷”和“蔚来城”在全国进行推广复制，目
前皇明已创新推出Mepad（微排智慧集成解决方案）
技术，并在全国启动大规模人才招聘，广邀有志于环
保事业的同梦人。

“正确生活方式奖”1980 年设立，旨在表彰那些
“为人类福祉做出杰出贡献”、 但未获诺贝尔奖肯定
的人，所以在国际又被称为“诺贝尔替代奖”，以奖励
和支持那些对“当今世界面临的最急迫的，具有挑战
性的问题提供了可行的，能够解决问题的人”。 迄今
为止， 这一奖项已覆盖全球 61 个国家的 145 位得
主。

低碳健康守卫家园
先锋 DS104－S 型电热油汀

———取暖高速高效 生活低碳健康
华北的一场带毒的大雾，牵动了全中国

人民的心。 12 月 5 日，PM2.5 标准征求意见
结束，环保部透露，民意普遍赞成将 PM2.5
作为一般评价项目纳入空气质量标准。 面对
如此的污染， 环保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号，而
是为了守卫我们的家园，要从生活细节做起
的生活方式。

先锋 DS104 系列电热油汀，专利 S 型取
暖片，环保性能令人称道，整体热效提高一
半，比一般取暖片减少耗能近两成。 更兼其
优雅造型，为你在冬日的蜗居中，增添更多
暖意。

S 型取暖片不但有着优雅的曲线造型，
其环保性能也非常出色。 测试表明，其散热
面积更广，热效率更高，双效气流环，整体热
效提高了 53.8%，节能 16%。 S型取暖片已通
过国际认证，先锋电器已为其在美、韩、俄等
多个国家申请了发明专利，尤其受到欧美等
四大洲客户的欢迎。 运用了独有专利的 S型
取暖片的先锋电热油汀，畅销海内外，成为
先锋抢占高端市场的一项尖刀技术。

先锋油汀采用了高品级的高热效导热
油，储热性能十分突出。 采用了这种导热油
的先锋电热油汀 DS104，配合其他的节能技

术，相对蒸汽加热产品来说，其整体更可节
省能源 60%以上，节能效果十分出色。 还因
为其采用了高温预热、 高度提纯等高级工
艺，实现了低噪运行的效果，加热无水响，较
之同类产品，对睡眠质量显然更有益。

市面上一般的油汀，外层涂有含有毒素
的铅塑粉， 对体质较差的老人小孩来说，长
期接触这一类产品明显对人体健康不利。 先
锋电热油汀 DS104 系列， 采用无铅塑粉，配
用德国喷涂工艺，一重打底，二重静喷，并经
过 220 度高温烧结，一小时保温固化，使整
机外观均匀，色泽亮丽，无疑更加健康，更富
环保色彩。

冬日日晒时间短，尤其对天气潮湿的地
区来说，晾衣时常要花上两三天的时间。 先
锋厂家考虑到了这一实际情况，附赠了一件
可折叠式的专利烘衣架，大大方便了消费者
使用。 同时，DS104系列还配赠了加湿盒，很
好地补充了因取暖而导致空气中流失的水
分，对维持居住空间的正常湿度起到提升作
用，无疑更加符合健康生活方式的标准。

先锋油汀是市场上的紧俏产品，其油汀
远销欧美各国，而且先锋是国内最早最专业
生产油汀的企业， 在 07 年被评为了室内加

热器标准化工作组的组长单位，在取暖器生
产方面享有龙头地位。 选择先锋，选择低碳、
环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从现在开始，用环保
和健康的意识，一起守卫我们的家园。

58同城网邻通：圣诞狂欢，鲜花礼品正当季！
临近 12 月 25 日，带着浓郁西方童话色

彩的圣诞节将至，在这个充满快乐、梦幻的
节日里，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有着自己快乐的
理由！ 可以收到来自爱人、朋友的精美礼物，
可以尽情 happy、尽情 shoping！

据 58 同城数据显示，12 月份，58 同城
鲜花、礼品频道发帖量、点击量比上月同期
又有明显增长。 可见，对于国人来讲，无论是
接受一方还是授予一方， 都是一种幸福滋
味，节日本身的意义更多是一种对于情感的

表达！
而对于鲜花、礼品商家来讲，其中蕴含

的无限商机毋庸置疑, 是一个打折促销的大
好时机， 各种以圣诞之名的礼物竞相登场，
真是一场华丽的大比拼！有市场就有竞争,如
何在激烈的竞争中夺得先机, 成为很多商家
的困惑!
� � 58 同城网邻通，立足于全国中小企业，
以“建站 + 推广”的营销模式，为广大的中
小企业提供了一个自我展示的综合服务性

平台，优先推送、诚信认证，动态网站等功
能，让很多中小商家轻松的应用网络力量，
抢夺先机、赢得市场、赢得收益，为企业与
个人用户之间架起一了座方便、 快捷的沟
通桥梁。

58 同城网邻通相关负责人也提醒广大
商家,节日促销期间,业务繁忙的同时更不能
忽视企业自身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 作为服
务类行业, 好的产品和服务才是企业发展的
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