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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伊利天猫旗舰店称其将要送
出万箱牛奶，而且不仅是0元购，还0元
邮，免费帮抢购者将牛奶送给亲朋好友，
引起了多方关注。

伊利把这次活动的主题定为“为爱
送健康”，强调：在全国消费者关爱、信任
伊利品牌的基础上，伊利才成就2012年
液态奶销量第一的业绩；因此，围绕消费
者的节日健康进行回馈和反哺，在伊利
人看来是应有的行动。

节日健康需保护，牛奶豆谷加果蔬

一旦佳节将至，便会吃喝不断，这其
实是对健康的最大挑战。

相关营养学者经过多年摸索，总结
出大量健康过节的好方法。其中，核心的
一点是倡导人们尽力保障节日期间营养
摄入的均衡性、有效性和优质性。

正是基于这一点，伊利意识到理应发
挥自己作为业界领袖的力量，发起一场捍
卫健康的活动，号召人们“为爱送健康”！

此次“伊利好牛奶，为爱送健康”活
动，尽管赠送的万箱牛奶所费不赀，投入
巨大，但仍然在方案提出之后马上获得
批准通过，并立即着手实施。

新年送健康，好奶过好年

其实，大多数消费者对乳制品的需
求已不仅仅满足于营养性，而是更加注
重营养成分的均衡以及安全性。作为国
内乳业龙头企业，伊利通过不断的创新

向消费者提供健康营养均衡的产品。
很多消费者在春节喜欢买伊利作为

健康礼品，为什么？消费者表示：伊利液
奶销量第一，本身就代表了市场的选择、
大众的信任。但更根本的，还是“喝好奶
才能得健康”的意识推动。

而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只有最为
卓越的产品品质，才能满足过一个营养
均衡、健康快乐的大年的要求。伊利正是
在这方面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同，才成为
佳节好礼的必备内容。

好礼送给谁，全由你做主

在这次活动中，伊利还希望特别提
醒消费者：尽管都是好奶，但功能不一
样，合适的产品还要送给合适的人，这样

才能更健康！
比如说，经常上网的中青年，可以去

伊利天猫旗舰店抢购一份健康大礼送给
朋友，让辛劳一年的他们感受到来自朋
友的温暖心意，伊利的营养舒化奶尤其
合适，它解决了乳糖不耐受人群的饮奶问
题，可以让不能喝奶的朋友喝上牛奶，让能
喝牛奶的朋友获得更好的营养吸收。

那些想在节日期间给孩子更多呵护
的爸爸妈妈们，QQ星则相对适合。

当然，对最爱的家人来说，让关爱得
到延伸的吉祥好礼非金典莫属，一直以
来，金典都在倡导人们通过给家人最好
的产品带给他们更好的生活品质，以此
关爱自己所爱的人，“天赐的宝贝，给最
爱的人。”

团圆饭是新春
佳节必备元素。如今
团圆饭标准除丰盛
外，更被注重营养与
美味，而食用油则是
烹饪美食必须的食
材之一。

优质食用油与
其原料工艺有直接
关系。而“原种原榨”
则是优质食用油原
料及工艺特点。“原
种”是指采用天然优
质的非转基因种子来
保证油脂原料品质，
使得油脂原料具有天
然营养的特点，进而
确保油品安全性。

关于“原榨”是
指采用5S纯物理压
榨工艺生产，只榨取
第一道原汁，全程不
使用任何化学制剂，
不经过化学浸出和
高温精炼，避免因化
学与高温精炼破坏
原料活性营养和使
香味消失。

目前，国家已明
文规定食用油标签
上必须注明原料非
转基因标识，工艺
是压榨或浸出，将
选 择 权 交 还 消 费
者，这无疑是最负
责任的做法。

近日 ,中国粮油
学会常务副会长王
瑞元率领中国粮油
学会专家组对龙大
新一代花生油的生
产工艺、产品质量和
烹饪效果进行了现
场评测，对龙大新一代花生油的省
油效果、营养价值和行业意义表示
出了高度的肯定。

现场评测，省油功效受肯定
中国粮油学会在2012年6月就对

龙大新一代花生油组织了一场国家
级科技成果鉴定会，实地考察了龙
大新一代花生油的生产、灌装和检
验等各环节，对龙大新一代花生油
的省油功效进行了现场品评会，通
过与普通花生油的炒菜对比和口感
品尝，当场给予肯定并评价龙大新
一代花生油的整体工艺技术填补国
内空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013年1月初，在对龙大新一代
花生油由“中国粮油学会监制”的评
审中，中国粮油学会专家组成员在审
评报告中总结性地指出：“龙大新一代
花生油在食物烹调中具有显著节油效
果，且更具营养，对消费者科学用油、
健康用油有显著的实际效果。”

健康用油，龙大走在行业前列。
中国粮油学会的专家组还对龙

大新一代花生油的推广提出了很多
宝贵的建议。针对某些对龙大新一
代花生油省油原理的质疑，王会长
表示：“公众对新事物的认知确实需

要一个接受的过程，但
龙大新一代花生油本身
有着过硬的技术含量和
产品品质，随着消费者
认知度的逐渐提升，这
个问题相信很快可以解
决。”中国粮油学会给龙

大新一代花生油的评语中称：“龙大
新一代花生油对中国食用油安全、
健康及供给上是一个好的创新，在
科学用油上龙大走在了行业的前
列，不仅在该领域的技术水平处于
全国领先，而且还是独家首创的，这
对整个食用油行业的发展具有重大
的积极意义，对我们这样一个大量
进口食用油的国家更具重大的现实
意义。”虽然相对普通花生油，龙大
新一代花生油售价较高，但是因其
实实在在的省油效果也让消费者感
受到了健康和实惠。

技术创新，龙大引领行业发展
龙大新一代花生油是山东龙大

植物油有限公司历经3年的技术研
发推出的创新性、革命性的产品，通
过创新科技实现烹制食品省油一
半，引领食用油市场进入健康安全
新时代。由“中国粮油学会监制”做
品质保障和信誉支持的龙大新一代
花生油更是整个食用油行业中的佼
佼者。龙大新一代花生油自2012年8

月在山东省内上市以来广受消费者
青睐，在“中国粮油学会监制”荣誉
下的龙大新一代花生油将会越来越
大地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活。

13日晚上，中央电视台隆重播出
了“中国梦·梦之蓝寻找最美乡村医
生”大型公益活动颁奖典礼。卫生部
部长陈竺、苏酒集团贸易董事长王
耀、来自全国各地的乡村医生代表以
及特邀嘉宾等共聚一堂，见证了这场
令人感动、催人泪下、使人震撼、促人
深思的盛典。

“我觉得这种心灵不仅是‘最美’
两个字能形容的，而是意味着一种崇
高”，此次活动推广代言人年过八旬
的阎肃也为之十分感动。另一位参加
了该典礼的医生，还在微博上留言

“虽然经常下乡，虽然每天和乡村医
生互动，晚会现场还是被村医们的艰
苦和奉献震撼。”

掀起了关注乡村医生的热潮

自2012年10月22日活动启动以来，
乡村医生的感人故事在中央电视台每
晚都有播出，掀起了关注乡村医生的
热潮。热心公益的著名演员濮存昕评
价说，“他们做这些工作默默无闻，但
是非常有效的。”

丈夫背着行医，22年扎根山村的
重庆医生周月华，每年诊治病人近
4000人次，走遍方圆20公里的大山小

岭；塔敏查干沙漠中唯一的医生哈申
通拉嘎，每天骑着毛驴为百姓行医治
病，风雨无阻坚持了24年；河南独臂村
医马云飞，扎根山区，为群众解除病
痛；一头是药箱、一头是干粮，挑着扁
担给乡亲看病的李前锋；魔鬼路上，三
天三夜抱着生病孩子回诊所的居马
泰……一个个平凡而又“最美”的村
医，让人们为之深深感动。

在“寻找最美乡村医生”活动中，
央视还原了部分乡村医生的日常工作
和生活，让人在喧闹、浮躁里，得以感
受到那种艰苦却高贵的生存状态。参
加了颁奖典礼的活动推广代言人阎肃
感慨直言，“我们现在很多人光想少干
活儿，多挣钱。但是他们付出很多很
多，在金钱上却收益很少。当然，除了
金钱上的收益，他们也还获得了很多，
那就是人们的尊重和理解。”

微博热议，网友齐赞洋河“给力”

此次活动在网络、微博上也引起
了很大反响，热议纷纷。有网友说，“每
次看到中央电视台播的《寻找最美乡
村医生》，都被那些翻山越岭、走村串
寨，有的还要忍受自身病痛为老百姓
看病的乡村医生所感动”、“真感动，和

美丽的医生相比，我们的条件是多么
的好啊。”还有网友称，“本来躺在沙发
上看电视都快睡着了，结果最美乡村
医生把我给看醒了，真的不容易啊！”

在人们被乡村医生的事迹感动
时，向此次活动提供全程公益支持的
洋河也受到极大关注，网友纷纷称洋
河很“给力”。据了解，在“寻找最美乡
村医生”活动中，洋河向乡村医生及所
在村卫生室提供资金，赠送一批乡村
卫生室急需的医疗设备，帮助他们解
决工作生活中的困难，并帮助每个乡
村医生实现自己的一个梦想。

有网友称赞洋河的公益行动“给
这个寒冬，带来些许温暖。”另一位网
友在微博写下这样一句：“坚定的信
念，朴实的梦想。可是当今中国他们还
相对弱势，他们需要全社会的关心，需
要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帮助，感谢洋
河！”还有网友引用了洋河蓝色经典的
广告词“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
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
怀”，称“洋河的品牌文化和乡村医生
无私奉献的情怀是完全一致的。”

还有更多乡村医生感受到洋河的“温暖”

根据活动设计，共有全国推选出

的10名“最美乡村医生”和10名“特别
关注医生”，通过央视平台获得了洋河
的资助。但除此之外，实际上洋河这家
一线名酒企业还借此契机扩大范围，
向全国各地更多的乡村医生提供无私
捐助，帮助更多人圆梦。

2012年12月19日，洋河联合当地政
府在福建长汀县组织评选出了当地20

多名优秀乡村医生，捐出了31万元善
款，助力长汀县农村医生卫生事业。据
当地反映，洋河半年前还捐助了该县
四都中心学校50万元建校资金。对长
汀县乡村医生这样的捐助，还发生在
浙江、湖南、河南、江苏、山东、辽宁、西
藏、新疆等地。据透露，洋河计划将整
个活动贯穿2013年全年，通过各地分
公司、办事处的义卖捐助覆盖全国各
地的乡村医生。

知情人士还在微博上表示，如果
这些最美的乡村医生想在高等医科
大学进修、想在高原上建医疗站、想
要一艘医疗快艇，以及他们无偿为穷
苦村民治病而欠下债，这一切费用均
可以洋河来承担。而洋河所设想的目
标是，在公益道路上，“只要费用是真
正用在需要帮助的人身上，都希望努
力帮他们圆梦。”

近年来“气候”已经成为全球共
同关注的焦点，虽然已经有组织开
始进行策划和行动，但是仍旧存在
很多问题，这个时候人们或许换个
思路，可以寻找改善气候、获得盈利
的双赢契机。据悉，2013年皇明全面实
施气候改善商城战略的经销商大会将
于1月19日在德州微排国际酒店报到，
会场安排在太阳谷国际会议中心举
行。大会主要以“气候变化与发展转
型”、“气候变化与绿色技术创新”、“气
候变化与绿色消费”三大主题为主，旨
在以全新商业模式和全新商业渠道
去促进绿色能源事业的蓬勃发展。

开启新思路 探索新模式 太
阳能是公认的绿色新能源，皇明太
阳能一直秉承“为了子孙的蓝天白
云，实现全球能源替代”的伟大梦
想，以“排微地球”绿色革命战略为
导向，率先打造世界首家质量最优、
产 品 最 全 的 节 能 性 气 候 改 善 商
城——— 皇明气候改善商城。

气候改善商城，是皇明针对当
下的能源与环境危机提出的新产业
市场，主要包括消费者熟悉的太阳
能手电筒、太阳能热水器等产品，并
将继续延伸到家庭采暖、微排城市
等解决方案，实现用户在生产生活
中的各种能耗排放达到微量，甚至
零排放，达到保护气候的作用。这不
仅是一种新的创新模式，更是未来
大众的绿色消费趋势。

关注气候改善商城 打造创新

突破 皇明公司策划的气候改善商
城从个人的P微气候到整个星球的
泛气候逐步扩展开，以个人-家庭-

社区-城市-星球的从小到大不同层
次范围趋势，将低碳理念与自然环
境融合，实现“一站式解决气候改
善”，全力为人类构建绿色家园，同
时也通过科技给大众生活带来更舒
适绿色享受，气候改善商城是目前
唯一也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法。

目前皇明气候改善商城已经在
国内开始选点，第一家气候商城已
经在山东德州总部太阳谷营业。皇
明表示，将在未来五年内在全球建
成5万家气候改善商城，将成为皇明
全新的利润增长点，是一个新兴产
品类别，前途十分广阔。

当然从经销商的角度来说，气
候改善商城的利润十分可观，将是
一条改良后新财富之路。此次全球
气候改善商城2013年经销商大会将
聚集新战略的拓展思路和传播，拓
展更多气候商城而努力，为人类构
造绿色家园的梦想护航，真正做到

“我的气候，我改善！”
招商电话：400—813—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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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热议，“寻找最美乡村医生”留下感动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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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大新一代花生油获中国粮油学会监制荣誉

新年从“伊”始，健康才吉“利”
——— 伊利启动“伊利好牛奶，为爱送健康”活动

新能源打开转型思路

皇明气候改善商城招商即将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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