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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三日无盐，不可一
日无茶”，茶已成为老百姓的
日常生活饮品，喝茶不仅是一
种生活品味，更是一种健康的
生活方式。在浩如烟海的茗茶
珍品中，越来越多的人独爱普
洱茶，不仅因为其独特的口感
香气，更是因为其强大的养生
功效。在清赵学敏《本草纲目
拾遗》卷六《末部》中甚至有
云：“普洱茶膏能治百病”。人
们不禁疑问，普洱茶真的能治
百病吗？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
二毒，得荼而解之”，茶最初就
是作为药材被人们发现利用，
其养生功效可见一斑。茶为国
饮，普洱当先。普洱茶作为茶
中佼佼者，更是理想的天然养
生保健饮品。称“普洱茶膏能
治百病”，虽有夸大之嫌，但经
现代专家科学研究表明，普洱
茶对人体的功效可列述20余
项，其的确为茶中之茶，内含
物质丰富，是暖胃、解脂、养
气、益寿延年及品茗的圣品。

普洱茶以云南大叶种茶
树鲜叶为原料，采用特定工
艺，经后发酵加工形成。色泽
黄亮、褐红，入口清香回甘。作
为后发酵型的茶，品性温和，
对人体不刺激。部分人担心喝

茶会伤胃、失眠，普洱茶不仅
不会出现类似问题，反而具有
养胃、安神的效果，因此更具
有其他茶类无法比拟的养生
价值。

普洱茶是心脑血管系统健
康的守护神。上世纪90年代，科
学家对云南普洱紫芽茶进行研
究发现，普洱紫芽茶具有良好
的降血压效果。喝此茶，血压可
稳定在20小时以内，是高血压
患者的首选。紫芽茶是云南大
叶种茶叶中的稀有品种，陆羽

《茶经》记载“茶者，紫者为上”，
说的就是普洱紫芽茶。紫芽茶
制成的七子饼茶饼身满披金
毫，光泽油亮，冲泡有一股独特
的清香，滋味鲜甜爽口，汤色黄
亮。此外，品饮此款普洱茶还可
以降血脂、舒张血管,所以对老
年人和动脉硬化患者有良好作
用。

普洱茶是延缓衰老的灵
丹。茶叶中儿茶素类化合物具
有抗衰老的作用,云南大叶种
茶尤其是普洱紫芽茶所含儿
茶素总量高于其他茶树品种，
抗衰老作用优于其他茶类。同
时科学研究表明，普洱茶在预
防糖尿病、减肥助消化、醒酒
利尿、健牙护齿、抑菌消炎等
方面都有显著的功效。此外，

专家检测发现普洱茶中含有
多种丰富的抗癌维生素及抗
癌微量元素，因此具有抗癌功
效。

普洱茶被誉为“有生命的
古董”，是人们养生保健的良
友。一杯优质的普洱茶，不仅
可以调节身体健康，还能修身
养性。

茶马史诗精选2010年景
迈山系古树紫芽春茶，条索粗

壮，汤色明亮，口感厚重，与广
大读者分享，加入齐鲁晚报茶
友会还可享茶品八折优惠，欢
迎来店品鉴。

冬季养生好时节，一起来
品普洱紫芽茶吧。
天下普洱茶国济南旗舰店
地点：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7513号(经十路与历山路交界
口往西100米路北)

电话：0531-81758658

冬季养生 普洱紫芽茶是好茶更是好药

喜旺集团承担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科科技技助助力力肉肉制制品品行行业业发发展展

近日，施恩率先通过欧盟“BRC食品安全
全球标准”认证，成为国内为数不多通过BRC
审核的乳企之一，施恩也是广东首家获得BRC
认证的乳企,意味着施恩奶粉的品质已获得国
际权威认可。

BRC是英国零售商协会(Brit ish Retail
Consortium)简称。作为食品安全全球标准，
BRC严格苛刻的要求获得国际认可，也是食品
安全国际级认证权威。通过BRC认证，即意味
着取得出口欧盟市场通行证，拥有进入国际商
品销售商联合会(CIES)在全球200多个超市集
团资格，比如家乐福、沃尔玛、乐购、麦德龙
等。只有实力获得肯定的产品，才有机会与其
他国外品牌在同等平台上进行竞争。

据悉，施恩已与拥有130多年历史的欧洲
乳业爱氏晨曦达成战略合作，未来将整合爱氏
晨曦优质欧洲奶源以及先进的技术，加快奶粉
国际战略布局，已成为施恩未来发展的重要方
向。

施恩一直重视产品质量管控，除大力投入
资金从瑞士、德国、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
进口相关生产及检测设备，向国际水平看齐，
对质量管控的标准更是精益求精。施恩奶粉此
后将拥有和执行欧盟与中国双重质量标准，让
中国宝宝喝到拥有国际品质的放心奶。施恩将
不断强化研发能力，提升产品品质，全力打造
使消费者放心、满意的好奶粉。

施恩实力获国际认可

广东乳企首获欧盟BRC认证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近日，国家科技部正式批

准 喜 旺食品 有 限 公 司 承 担
《北方特色酱卤熏菜肴加工
关键技术及产业化》课题的研
究开发任务，彰显了国家科技
部对喜旺集团在科研实力与
创新能力的肯定与认可。据介
绍，《北方特色酱卤熏菜肴加
工关键技术及产业化》课题属
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式菜
肴与预制调理食品工业化关
键技术与产业化”重大项目，
是传统肉制品现代化、自动化
加工关键技术研究领域的重
要课题。

喜旺食品有关负责人介
绍，一直以来，酱卤菜肴生
产加工存在生产效率低、产
品冷却时间长、自动化及工
业化程度低等诸多问题，这
些问题制约着行业发展，亟
待突破。喜旺以酱卤熏菜肴
加工装备为基础，开发了酱
卤 菜 肴 连 续式速 冷 技术、
GAPS杀菌等关键技术，实现
了酱卤菜肴从原料选配到加

工生产的标准化控制。
其中，酱卤菜肴连续式

速冷技术是本课题中的重要
关键技术，可实现煮制的酱
卤制品温度从90℃迅速降至
10℃以下的温度，既提高了
生产效率，又解决了传统酱
卤菜肴加工过程中产品冷却
时间过长的问题，有效避免
了产品冷却过程中微生物滋
生繁殖的隐患，从而进一步
提升了产品品质。从长远来
看，该技术的研发应用将会
助推传统肉制品行业的技术
革新，加快行业发展。

该负责人同时表示，本
课题成功实施后，喜旺将实
现酱卤加工技术与装备的集
成、转化，建立连续式酱卤
菜肴加工生产线，预期年加
工能力可达25000吨。同时，
该课题预期授权国家专利5-8
项，形成国家、行业标准1-2
项，培养企业技术骨干40-50
人，从而极大地丰富喜旺的
科技资本。

记者了解到，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是国家科技计划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
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纲要(2006—2020)》针对的
是“十二五”国民经济社会
发展中急需科技提供支撑的
紧迫性问题，主要面向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集成
全国优势科技资源进行统筹
部署，重点解决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为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有效
支 撑 。 其实， 早 在 “十一
五”期间，国家科技部启动
了科技支撑计划“食品加工
关 键 技术研 究 与 产 业 化 开

发”重大项目，其中的重点
课题《低温肉制品与传统肉
制品开发及产业化示范》项
目就由喜旺公司承担研究开
发任务。

另据了解，喜旺的科技
实力在业内一直首屈一指，
是国 家 认 定 的 企 业 技术中
心、国家猪肉加工技术研发
分中心以及国家标准《酱卤
肉制品》的起草单位，并承
担 了 国 家 星 火 计 划 科 研 项
目。另外，喜旺还是第一批
加入“世界肉类组织”的中
国企业以及第一批走出国门
建厂的肉制品企业。

2009年，白沙溪黑茶在爱
茶人唐勤强、徐俪宁夫妇的带
领下进驻了齐鲁大地，那时的
她一出现，便已锋芒毕露，她
以自己独特的品质与特性，迅
速占领山东市场，她与生俱来
的尊贵品质，让她所到之处无
所不及。

白沙溪黑茶进驻山东五
年时间，在白沙溪山东营销中
心的创新经营下，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从一个人“挑担黑
茶闯齐鲁”，到今天全省50多
家专营店，200多个销售网点，
白沙溪黑茶创造了一个奇迹，
更成为一种业界现象。鲜明的
门头设计，独特的标示，高贵
的品质，分布在了山东的各个

地区，占据着山东各大茶叶市
场，是齐鲁大地茶界的最耀眼
的明星。

2013年，白沙溪山东营销
中心创办了山东首家黑茶文
化体验馆，茶友们可以在300
平米的场馆中品鉴到珍稀的
老黑茶 ,并通过茶会友、观赏
制作工艺、茶艺表演等方式立
体化全方位的感受黑茶的神
秘魅力。

2014年8月，白沙溪山东
营销中心通过创办黑茶文化
茶友会、茶乡探秘之旅等活
动，走在了体验式营销的前
沿，深受山东茶友喜爱和好
评。

今年9月，白沙溪山东营

销中心打破了传统的销售模
式和渠道，在济南高新区美莲
广场内开创了首家商场内的
白沙溪黑茶体验店。

2015年新年伊始，白沙溪
黑茶首个时尚茶吧———“湘约
黑茶馆”也即将登录济南和谐
广场，开创白沙溪黑茶体验式
营销的又一个新模式……

白沙溪黑茶体验店地址:
济南张庄路广友茶城东区801
号爱茶人黑茶馆联系电话 :
0531-85993006 18615657551

白沙溪形象店地址:济南
张庄路第一茶市1号楼1-46B

联系电话:0531-85960025
13210570137

白沙溪旗舰店地址:济南

张庄路第一茶市西区12-15号
联系电话:0531-85990026

15606407670
白沙溪美莲广场体验店

地址 :济南高新区新泺大街
1166号美莲广场2楼244号

联 系 电 话 : 0 5 3 1 -
68659700 13210568550

提到“豆腐”，人们一般会想到由黄豆制
成。但其实许多号称豆腐的产品，和黄豆关系
不大，营养价值远不及真正的豆腐，过量食用
甚至还可能给健康带来危害。

鱼豆腐。很多人涮火锅，都会来上一盘鱼
豆腐。虽然其成分里可能含有少量的黄豆，但
主要原料为鱼浆，遗憾的是，鱼浆的来源和品
质却难以保证。鱼豆腐中往往含有大量的糖、
油和盐，并且含有具有增稠等作用的修饰淀
粉，徒增热量却无营养，此外，修饰淀粉中还
含有一定量的磷酸，吃多了会伤害骨骼。

鸡蛋豆腐。虽然其口感与豆腐很像，却不
含任何大豆成分。鸡蛋豆腐主要是以鸡蛋为主
要原料，加水、盐等制作而成，可能会让人在
不知不觉中吃进过多胆固醇与钠，有高血糖、
高血脂或高血压的人群，应尽量少吃。

杏仁豆腐。吃起来香甜滑顺，杏仁豆腐是
很多人喜爱的甜点。其实，杏仁豆腐里也没有
黄豆，其主要由杏仁、糖、鲜奶或奶粉等制
成，还有些会添加含有饱和脂肪酸的精制椰子
油，摄取过量会增加患心脏病的风险。杏仁豆
腐的蛋白质含量仅为传统豆腐的1/4，又含有
较多糖，建议不要常吃。

真正的传奇，真正的创新！
——— 白沙溪黑茶进驻山东市场五周年

认清三种“伪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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