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奶奶粉粉
疯疯狂狂

三鹿奶粉事件。

进口品牌多美滋陷入“结石门”。
多地多名婴儿在食用多美滋婴幼
儿配方奶粉后出现肾结石症状，
怀疑奶粉遭到污染。

卫生部公布《食品用香料、香精使
用原则(征求意见稿)》，婴儿配方
食品、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
拟被“禁香”。雀巢、雅培、惠氏、多
美滋被曝出都含有香料香精。

青岛消费者在美素奶粉中发现活
虫；11月，西安消费者称在雅培奶
粉中发现甲虫；12月，湖南消费者
投诉称其所购买的多美滋幼儿配
方奶粉里有疑似黑蚂蚁的虫子。
惠氏、多美滋、美素等品牌也曾被
曝出奶粉里有虫子。

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占日
本国内市场份额40%的明治奶粉
检测出微量放射性元素，启动召
回。

全球最大的乳制品出口商、新西
兰乳制品公司恒天然在对牛奶进
行抽检时，发现有少量牛奶和奶
粉中含有少量双氰胺化学残留
物。

惠氏被爆出工厂里将不合格的奶
粉拆罐后再重新装罐。

新西兰恒天然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了旗下3批浓缩乳清蛋白肉
毒杆菌受污染的事实，而其中也
涉及到了中国境内几家进口商。

“没有奶粉，喝楼下邻
居家的”——— 加拿大

加拿大的奶粉品牌很
少，可能是缘于加拿大人对
母乳喂养有一种异乎寻常的
热情。如果新妈妈用奶粉喂
养宝宝，将被责备“对宝宝不
负责任”。事实上，母乳喂养
也的确成为加拿大妈妈们的
时尚，一般而言，6个月内断
奶是很难想象的，许多宝宝
都会被以母乳喂养到9个月
左右，甚至更长时间。加拿大
是福利国家，产假长达一年，
新妈妈们有充足时间哺乳，
这也是母乳喂养成风的重要
前提条件。

加拿大的奶粉品牌大都
来自于它的邻居美国。美赞
臣在加拿大设有生产基地，
加拿大版的美赞臣甚至被认
为是优于美国版的，因为美
国是允许给牛注射抗生素

的，这样可以提高产奶量，而
加拿大是禁止给牛注射抗生
素的。所以加拿大版美赞臣
更加天然和绿色。

“一帮做药的公司在
做奶粉”——— 美国

“做药的公司做奶粉”，
指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品
牌雅培和惠氏。

惠氏是一家以研发为基
础 的 制 药 和 保 健 品 公 司 ，
1938年与6家药品公司合并
成惠氏药厂，2009年被全球
最大的医药公司辉瑞收购。
雅培的历史比惠氏更悠久，
起初是以医药研究为主的，
既而开始投身配方奶粉行
业，在药品、营养品、医疗产
品等领域全面发展。

制药公司背景做奶粉
的，除了美国的雅培和惠氏
外，还有日本的和光堂。和光

堂可以说是“医学世家”，前
身是和光堂药局，其创立者
曾为皇室御医，其品牌背景
还与日本皇室一直有比较深
的渊源，主营业务是婴幼儿
营养食品。

“ 世 界 上 最 好 的 奶
粉”——— 欧洲

这里的标注是“世界上
最好的奶粉”，这句话虽然不
能说是绝对正确，但也充分
表达了大家对欧洲奶粉品质
的信任和认可。

欧洲的畜牧业非常发
达，特别是西部地区。那里的
温带海洋性气候特别适合多
汁牧草的生长，也造就了欧
洲优质的奶源基地。而欧洲
对奶粉的监管相当严格，政
府一直把婴儿奶粉当药品管
理，并规定奶粉只能在药房
售卖。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和清晰严格的监管标准，难
怪会被网友称作是“世界上
最好的奶粉”。

“曾经的奶粉圣地，如
今跌下神坛”——— 新
西兰

新西兰一直是中国妈妈
海淘的热门。曾有一段时间，
新西兰采取奶粉限购措施，
因为当地居民抱怨在超市里
买不到婴儿配方奶粉，导致
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是
中国人买得太多，所以新西
兰各大超市已开始采取限购
措施，以防当地婴幼儿喝不
到奶粉。由于供货紧张，普通
消费者每次仅能购3罐甚至2
罐，而这已直接导致中国消
费者网络代购新西兰奶粉出
现缺货情况。

不过，这种情况可能永
远不会出现了，新西兰曾被

奉为奶源圣地，中国90%以
上的奶粉企业从新西兰进口
奶源，如今，连续出现严重质
量问题的新西兰奶粉成了唯
恐避之不及的祸水。

“剧毒奶粉”——— 印度

相比中国的三聚氰胺毒
奶粉，印度的毒奶粉可以说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印度当地电视台曾曝光
首都新德里附近有黑心商贩
用尿素和洗衣液兑牛奶，可
谓丧尽天良。之后，印度当局
首次对牛奶质量进行全国普
查，发现在抽检的牛奶样本
中，近七成掺了水、脂肪，甚
至洗洁剂、尿素等成分。在首
都所在的德里，牛奶掺假比
例达七成，而在西孟加拉邦
等七个邦，牛奶掺假率高达
百分之百。这些掺假的牛奶
不仅没有营养，反而会损害
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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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是最好的营养品

潍坊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有
研究表明，母乳中含有婴儿出生
后4-6个月内生长发育所需的多
种营养物质。如适合新生婴儿的
蛋白质、脂肪、乳糖、盐、钙、磷，
足量的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母乳
清洁、卫生、新鲜、无菌，经济、方
便、温度适宜，是初生婴儿理想
的食物。母乳尤其是初乳含有丰
富的抗感染物质，能保护婴儿少
患病，提高婴儿对消化道、呼吸
道和某些传染病的抵抗力，哺乳
可以减少母亲产后出血，有利于
子宫恢复，而且可抑制排卵，进
行纯母乳喂养的母亲更不易在
分娩后6个月内再次怀孕，降低
产妇日后患卵巢癌和乳腺癌的
概率，母乳中的某些物质为婴儿
脑神经细胞发育所必需，有利智
力发展，哺乳还能增强母婴之间
的感情。此外，接受纯母乳喂养
的婴儿与其他婴儿相比，存活的

可能要高14倍，在出生当天就接
受母乳喂养的婴儿，出现死亡的
可能比其他婴儿低45%。

医学专家认为：母乳喂养是
为新生儿提供他们所需营养的
最佳方式，并就此建议可在婴儿
出生后一小时内就开始母乳喂
养，在头6个月内进行纯母乳喂
养。之后，可在持续母乳喂养的
同时，及时加入充足、安全、合理
的补充食品喂养至2岁或2岁以
上。

潍坊母乳喂养率
达98 . 22%

记者从潍坊市妇幼保健院
了解到，目前，潍坊的母乳喂养
率逐年增长。从潍坊最新统计的
数据显示，潍坊的母乳喂养率达
9 8 . 2 2 % ，纯 母 乳 喂 养 率 达
89 . 56%。

在潍坊市妇幼保健院，医院
各个与孕产妇相关的科室走廊
都挂着母乳喂养相关知识的宣

传，孕产妇随时可以接受母乳喂
养的相关知识。潍坊市妇幼保健
院副院长王爱婷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向市民宣传母乳喂养知
识是医护工作者的一项重要工
作。市民的母乳喂养意识在提
高，医院开设的母乳喂养宣教课
堂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

王爱婷副院长介绍说，母
乳喂养对婴儿和母亲都有好
处。对婴儿来说，母乳是最安
全、最营养的的婴儿食品，它
含有婴儿0到6个月需要的“所
有营养”，能促进神经系统发
育，减少成年后代谢性疾病；
它干净且没有细菌感染，对新
生儿来说易于消化、吸收；它
提供早期免疫物质，减少患危
及生命的呼吸系统及肠道系统
疾病等感染性疾病的风险。对
母亲来说，可以加速子宫恢
复，协助体形恢复，可以减少
乳腺癌、卵巢癌发病机率；加
深母子感情，促进母子心理健
康。此外，母乳喂养还减轻了
家庭的经济负担。

潍潍坊坊多多数数妈妈妈妈
选选择择母母乳乳喂喂养养
目前，潍坊母乳喂养率达98 . 22%

众所周知，母乳是给予孩子最好的营养。许多妈妈因缺乏科学的哺乳知识或者
在各种压力下，早早放弃了母乳喂养。但当各种问题奶粉出现时，作为妈妈，已经不
知道该给孩子准备什么奶粉了？如果准妈妈在孕期就对哺乳做足充分准备，生下孩
子后也坚持母乳喂养，很多挑战也许能轻松战胜。在潍坊，多数妈妈还是在选择母乳
喂养。随着市民母乳喂养意识的提高，潍坊母乳喂养率呈增长趋势，最新的统计结果
显示，潍坊母乳喂养率达98 . 22%。

如果妈妈患有宫颈癌、红斑狼疮、尿毒症等病，需要通过药物治疗、放疗或化疗，就要避免
哺乳，选用配方奶粉替代。患有心脏病或心脏功能不好的妈妈，哺乳会加重心脏负担，患有重度
子痫前期症的妈妈，常有高血压、水肿、蛋白尿，哺乳也会加重身体负担。

此外，一些“病宝宝”也不适宜接受母乳喂养。例如，“半乳糖血症”是一种代谢性疾病，患有
此病的宝宝由于不能消化蛋白质，所以要以专用奶粉喂养。

相关链接

哪些情况不宜母乳喂养？

奶奶粉粉钱钱一一年年动动辄辄上上万万元元
本报记者 丛书莹 李晓东

“我要努力赚奶粉
钱。”有了宝宝，很多年轻
的父母表示，压力越来越
大，孩子的什么东西都要
花钱，奶粉钱就占每月支
出的很大一部分。家长在
奶粉上格外注意，奶粉的
好坏关系着孩子的成长，
很多家长在其他方面节
省，也要给孩子买个好奶
粉。那么一个孩子纯靠奶
粉喂养，一年的奶粉钱到
底能达到多少呢？

喝国产奶粉一年不低于1万元

“做了妈妈要学会精打细算
过日子，宝宝每个月的花费里，奶
粉费用绝对是个大支出。省什么
也不能省了宝宝的奶粉，那可是
宝宝每天必吃的口粮。”住在奎文
区圣荣广场的李女士告诉记者，
之前自己花钱有点大手大脚，有
了孩子之后，学会了精打细算过
日子。

“孩子出生后前六个月，没有
添加辅食，大约一个星期要吃2罐
左右，一个月8罐，一罐900克装第

一阶段奶粉(0-6个月食用)，大部
分国产品牌都要250元左右。我孩
子一个月的奶粉钱就要1500元左
右。”李女士的儿子现在6个月大，
宝宝长得非常可爱。李女士说，因
为自己没有奶水，全部要靠奶粉
喂养孩子。她选择的是国产的伊
利品牌270块钱左右一罐的奶粉，
孩子的食量比较大，两罐奶粉有
时不到一个星期就吃完了。她算
了算，孩子一个月要喝8罐奶粉，
一个月就要花去2000多元。

李女士说，一般来说，城市里
纯母乳喂养的孩子比较少。如全
用奶粉喂养，奶粉的消耗量是非
常大的。国产奶粉的价格比进口
奶粉的价格便宜一点，但是就算
这样，每个月也是不小的开支。她
的孩子一个月奶粉钱2000多元，
比她儿子食量小的孩子，一个月
的奶粉钱也不下千元。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发现宝
宝喝国产奶粉，一个月确实不低
于千元。住在华苑小区的王女士

告诉记者，她的孩子两岁了，在孩
子出生到一岁的时间里，孩子每
个月的奶粉钱在1300元左右。王
女士说，她和朋友、邻居在聊天的
时候，发现每个月的奶粉钱绝对
不低于1000元，“我家就是普通家
庭，孩子一个月还要花去1500元
奶粉钱。”王女士的邻居齐女士这
样说。

记者计算了一下，喝国产奶
粉，按照每个月最低1000元算，一
年也要花去12000元。

喝洋奶粉一年高达3万元

记者在超市走访发现，现在
凡是进口的奶粉，900克装罐装，
价格几乎都不低于300元。

“奶粉品牌不同，那价格也就
不一样的，另外宝宝的食量大小
不一，那吃的奶粉多少也就不相
同了。如果假设宝宝要是纯喝进
口奶粉的话，一个月喝6罐900克
的奶粉，按照每罐400元算，一个
月不低于2400元。”一超市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300-400元的进
口奶粉销售情况最好，超过400元
甚至更高的奶粉购买者也不少。
进口奶粉虽然贵，但是不少家长
还是选择进口奶粉。

“我孩子现在6个月，我给他
选择是的惠氏进口奶粉，一罐400
多元。孩子喝了半年了，已经花去
近15000元。我估计一年怎么也下
不了3万。”在佳乐家超市给孩子

购买奶粉的赵女士告诉记者，在
“三聚氰胺事件”后，她就不敢为
孩子选择国产奶粉，为了孩子，她
宁愿花费更多的金钱、时间和精
力，为宝宝选择洋品牌奶粉。孩子
喝惯了那个牌子的奶粉，换成其
他牌子的不行，贵点就贵点。等孩
子大一点就给孩子添加辅食，花
销会小点。

在实体店买的贵，很多家长

加入了淘宝大军，选择奶粉海外
代购。“我给孩子选择的是美国原
产的雅培奶粉，卖美国原产雅培
奶粉的实体店很少，我就在淘宝
上买的，600克装的，到手价大约
要200多元一罐。”在淘宝上购买
奶粉的王女士说，因为孩子喝奶
粉时已经添加了辅食，所以喝得
还算少的，就这样，大半年喝了一
万多块钱的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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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奶粉 疯狂奶粉

2008年

2009年初

2010年8月

2010年10月

2011年12月

2013年初

2013年4月

2013年8月

出出一一次次事事
涨涨一一次次价价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对奶粉业带来巨大的冲击，随之而来的
便是行业整顿、市场整合。在这次事件中，三鹿最终消失。另外，光
明、雅士利、伊利、蒙牛、圣元、施恩等众多国产品牌都被卷入其
中。自此，国产奶粉在国内市场一落千丈，洋奶粉趁虚而入，抢占
市场份额，随之而来的便是“洋奶粉”涨价潮。

“三鹿”之后“洋奶粉”一路高歌
“洋奶粉”最早涨价始于

2008年8月，雅培对3个品种
的奶粉产品进行了调价，价
格涨幅约为5%。2009年初，
安满奶粉也上调了零售价
格，同年4月，雀巢、惠氏、多
美滋、美赞臣等也纷纷涨价，
引发了“洋奶粉”集体大幅度
涨价风波。

2010年2月份左右，内地
销售的中外品牌奶粉已发起
过一轮涨价潮。包括美赞臣、
雀巢、安怡、安满等品牌奶粉
均有上调价格，平均涨幅为
10%左右。

紧接着2010年4月份，雅
培在香港地区宣布，旗下1-
4 段婴幼儿奶粉涨价 5 % -
10%，但内地未有提价计划。
在4月中旬发出涨价通知的
伊利，已经在5月中旬完成价

格上调，涨幅5%-8%。同年5
月，上调单品价格的还有国
产奶粉雅士利和施恩，涨幅
5%左右。

据统计，自2008年“三聚
氰胺事件”后，洋奶粉就进入
了集中涨价期，5年内共有近
十次集中调价，美赞臣、雅
培、多美滋、雀巢、惠氏、明
治、美素等洋奶粉均参与其
中，几乎每次提价幅度均在
10%左右。

然而，2013年，洋奶粉正
接受中国反垄断史上最大罚
单；另一边则是价格平静了
许久的国产液态奶吹起“涨
价风”。记者15日从多家大型
超市获悉，国产乳业巨头蒙
牛和伊利的部分产品不约而
同提价，涨幅在5%至13%之
间。

质量随价格同涨
随着一次次奶粉事件的

曝光，加上全球牛奶价格上
涨，而导致牛奶价格上涨、饲
养成本增加、市场供应紧缺
以及需求增加等多方面原
因，奶粉的价格也水涨船高，
然而高价之下的奶粉并非只
涨价不涨质。

潍坊市质检所技术人员
介绍说，三鹿事件之前按照
国家标准对奶粉进行检验基

本都是合格的，但是，三鹿事
件一出，不管是从国家标准
还是从收件力度都进行了前
所未有的改进，很多小企业
就在风波中被淘汰。整个奶
粉市场在整合以后剩下的只
有各方面都过硬的企业，市
场上产品的质量也有了质的
提高，所以说涨价并非是盲
目的，带来是国产奶粉质量
的提高。

本报记者 马媛媛

本报记者 马媛媛
本报记者 丛书莹 李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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