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全球领先的啤酒酿造商，是如何保证

世界各地所出产的啤酒都能口味统一并色泽完

美地呈现给消费者呢？

酿酒专家指出，啤酒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原

料来自于鲜活、纯净的天然水。在百威，每一滴酿

造水都会历经50重严格的分析检测和品质检测。

百威啤酒选用的酿造水全都来自于优质水源，在

酿造啤酒之前，所有的水都经过碱化过滤、软化、

检测、品鉴，以符合一贯的品质标准，这也充分地

为百威啤酒的柔和度和协调度奠定了基础。

生产百威啤酒的每一个酒厂， 在百余年以

来都坚持着著名的240道完美工序，例如百威一

直传承着独有的山毛榉木陈酿工艺， 从最初挑

选上好的原料到最后的品味测试， 百威从不放

过每一个小细节，甚至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

力和时间， 用最传统精湛的工艺来酿造最具完

美品质的百威啤酒，“慢工出细活”，想来也是这

个道理。

实际上，所有百威啤酒的生产都严格遵循

五个统一原则，即统一原料配方、统一工艺过

程、统一质量标准、统一酵母管理以及统一包装

形式。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百威啤酒厂都需经过

严格的认证程序以及统一的管理模式， 这也为

口感的传承提供了进一步保障。

除此之外，“人” 的因

素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

不可忽略的作用。除每天都

需要专业酿酒师品尝之外，

最后还要通过酿酒大师的

品鉴， 才能被送出酿造厂，

每个月还需送样品至美国

统一品尝，以保证其原汁原

味。

成都商报记者 吴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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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创新 发展

“美好”人倾力打造放心产品

春暖花开，正是郊游踏春时。女人们在

一起，难免不了比比谁年轻漂亮。一边分享

着美衣、美食的喜悦，一边上演着“美丽宫

心计”。着装、皮肤这些都还可以通过打扮、

化妆来掩饰，而眼袋、眼纹、黑眼圈，各种眼

部问题却可能成为女人的大敌。HOLD住

眼部，才能HOLD住美丽与气场。

专家解析

眼袋、眼纹、黑眼圈，暴露女人衰老

两眼一憔悴，老了十几岁。女人衰老，

眼袋、眼纹、黑眼圈等眼部三大问题常常

是泄露年龄的主因。 由于眼部是人体最

薄、最敏感、最脆弱的肌肤组织，其厚度仅

约脸部的1/3至1/4，皮下脂肪薄、弹性差；

再加上眼睛是表情器官， 睁眼、 闭眼、眨

眼、哭、笑时眼睛都要活动，每天平均工作

16小时、眨动10000次，所以眼部肌肤更容

易老化松弛。

在40岁左右的女性人群中， 眼袋问题

尤其突出。 被誉为亚洲美眼大王的蔡光欣

博士指出，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休息

时间不规律，眼部肌肤新陈代谢减缓，胶原

蛋白和弹性纤维开始慢慢流失， 两个大大

的眼袋挂在眼下。大眼袋，让女人原本灵动

的双眼，黯然失色，老气横秋。

专业美眼

非手术祛眼袋 让女人更优雅

难道女人过40，衰老真的挡不住？

其实不然。熊猫眼给女人的美丽敲警钟，

适当的重视和应对， 可以有效延缓衰老的

到来。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科学的发展， 在国外眼部精细化理疗机

构早已经蔚然成风， 在这些秘密武器的帮

助下， 许多很多好来坞明星年届耄耋但眼

部状态却仍紧致年轻。

作 为 国 内 首 家 眼 部 专 业 护 理 机

构—————丹凤眼国际眼部理疗美容连锁，

它以“不开刀、不手术、不介入、不麻醉、无

疼痛”的专利技术，由原资生堂专家蔡光欣

博士全程规划，用专业、科学、精细化的手

段， 为爱美女性消除眼部问题提供了更多

选择。

（黄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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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人倾力打造放心产品

近日， 在肉类协会召开的2012肉类食品产

业发展战略大会和2012第十届中国国际肉类工

业展览会上， 成都希望食品有限公司一举囊括

了2012中国肉类食品行业最具影响力品牌、肉

类产业科技领军人物、 优秀科技工作者三项大

奖。总经理周再勇表示，乘着“两会”的强劲东

风，铭记消费者心声，成都希望食品将向社会公

众源源不断奉上象征安全、 放心的 “美好”食

品，将公司逐步打造成包含猪肉制品、牦牛、藏

系绵羊、 海产品等在内的多元化综合肉食品加

工航母战斗群， 成为国家级知名企业和全国肉

食品产业领先企业。

五大统一系统

让“美好”更安全

作为新希望集团旗下的现代化大型肉食品

加工企业， 成都希望食品有限公司一直视质量

为生命。“美好”的金牌品质可以溯源到最基本

的猪种和饲料。“美好”的原料肉来自新希望集

团的规模养猪场， 这些养猪场拥有两个与世界

体系合作的核心种猪养殖基地， 养殖加拿大海

波尔原种猪； 新希望集团是中国最大的饲料生

产企业，生产“国雄”、“六和”等优质饲料。新

希望集团拥有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 通过

养殖合作社和养殖服务公司、 领先的技术和网

络布局，可以为养殖户提供高品质的养殖技术、

动物防疫等专业的养殖服务； 在全国各地建设

的大型商品猪繁育基地不仅带动了当地 “三

农”发展，也为“美好”提供了优质安全放心的

原料肉。在拥有新希望集团强大后盾的同时，希

望食品还严格执行全程检疫， 大力推进5S和标

准化管理，严把原料关、生产过程关和产品出厂

关，不合格的原辅料坚决不允许入库，不合格的

产品坚决不允许出厂，依靠完整的产业链，公司

实现了对每个生产环节的可追溯性和产品质量

的可控性。

不断创新

打造更“美好”的生活

在强大的品质保证下，创新就是企业持续

发展的活力。 成都希望食品厂区面积达到近

58000平米，加工车间总面积38006平米，冷藏

库容量2000吨，速冻库能力20吨。生产的低温

特色肉制品包括火锅脆皮肠、肘花、麻辣里脊、

烤里脊、麻辣牛肉、三文治、热狗等，所有产品

均选用优质猪肉、青藏高原无污染牦牛肉等肉

源，低温工艺生产，冷链销售，肉质新鲜，口感

脆嫩，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产品的色香味和营

养成分；独家秘方调制的“美好”第二代儿童

火腿肠Poni和Poky，有原味、烧烤、番茄、香辣

和菠萝五种口味。不仅外形美观活泼、营养丰

富，而且吃起可口宜人、感受独特，是孩子们

钟爱的健康开心的美味；“美好”腌腊肉制品

系列则包括了“美好”川味香肠、广味香肠、腊

肉、腊猪嘴、腊猪脸、烟熏排骨等品种规格，产

品选料精良，采用传统工艺与现代加工技术相

结合的工业化生产，具有正宗的腌腊制品风味

和特色。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晶

蒙牛13年来首次更换产品包装，让人感觉耳

目一新；“蒙牛微客服”微博的上线，让消费者可

以零距离与蒙牛沟通；“蒙牛开放日” 活动则让

大众亲眼看到蒙牛的生产工厂，认识到真实的蒙

牛乳业；在3·15来临之际，成都商报记者走进了

蒙牛位于眉山的工厂，见证一杯奶的诞生。

进入厂区的第一站就是全封闭式的生产车

间，据工厂负责人陈晓明介绍，整个生产过程全

部由中央控制系统设定程序， 指令机器人操作

完成，并有监督部门的电脑，每隔15秒钟就自动

抽检一次，而且通过144个监控器对全厂质量管

理与食品安全控制进行24小时监控。

在预处理车间有10个40吨容量的巴氏奶

罐， 原奶在这里进行调配， 产生各种口味的品

种，每个奶罐都设有电磁锁，必须有专门权限的

两人同时授权才能打开。 预调好的奶液通过

UHT的瞬间高温杀菌技术，再到无菌灌装，最后

成品下线。 整个生产车间中不过三四个工作人

员在负责操控机器， 而一滴牛奶的影子也看不

到。值得一提的是，蒙牛采用全自动立体库仓储

系统，陈晓明自豪地说，这套价值不菲的系统保

障了产品先进先出的质量控制原则， 同时通过

自动化数据查询实现产品质量追溯功能。

蒙牛对于奶源源头质量管控，强调“四个统

一”：统一准入、统一饲料、统一兽药和防疫、统

一评估， 与蒙牛签约的牧场都需要接受这样的

统一管理。 蒙牛投入1200万元建立先进检测设

备，并与每一个检测人员签署协议，对产品质量

负责。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晶

2012

年，是蒙牛发

生蜕变的一年，在全产

业链方面的建设有目

共睹，无论是规模化牧

场的建设 ，还是 “前厂

后牧”创新型资源整合

工厂的建设，再到全产

业链

GPS

物流监控系

统，这些都体现了新蒙

牛改变的决心，更加体

现了其对产品品质的

严格监控，面对行业竞

争与消费者的疑问，蒙

牛选择坦诚以对，以开

放透明的态度展示真

实的自己。

2013

将是新

蒙牛重新起航的新起

点。

参与单位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诚信

宣言

在百威啤酒的品

质管理中，重要的一个

环节是保证新鲜，遍布

世界分布的经销商、进

口商、合作生产商都通

过周密详尽的库存管

理，来严格控制百威的

新鲜度，确保把最新鲜

的啤酒送到每一位消

费者的手中。自

1876

年

成立以来，确保高品质

一直是公司经营中不

变的宗旨和核心，也是

百威啤酒成功的秘诀。

参与单位

百威英博（中国）销售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诚信

宣言

新蒙牛 新起点

见证一杯奶的诞生

酿酒专家为你解读百威啤酒背后的质量关

每一滴酿造水都会经过50关

有人明眸善睐、风采迷人；有人却眼神无光、神色黯然

眼袋，40岁女人衰老元凶

砰砰砰，重返有力心脏

百威英博

质量承诺

新希望集团建立起从饲料、种苗、养殖，到屠

宰、深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为“美好”产品的安

全控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 资金和产业链支

持，希望食品建立了无公害猪肉生产控制“五大

统一系统”：统一原料供应、统一良种繁育、统一

技术标准、统一饲料管理、统一卫生防疫。希望食

品严格执行全程检疫， 大力推进

5S

和标准化管

理，严把原料关、生产过程关和产品出厂关。

参与单位

成都希望食品有限公司

诚信

宣言

“细做品牌，宽做企业。”十年间，企业从品牌的

建立到技术的研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丹凤

眼”在四川开业近

2

年以来，专一、专业的思想文化让

它迅速占领了市场， 目前已经拥有了数以万计的会

员籍粉丝。作为一个有责任心、以国际化为理念的企

业，做品牌不是简单做销售，在为女性全面、安全的

解决眼部问题之余，我们还发起了“丹凤眼·名媛俱

乐部”，希望从身心灵出发呵护女性的纯真与美丽。

参与单位

丹凤眼国际眼部理疗美容连锁机构

诚信

宣言

春季来临，气温多变，你的小心脏是否

也随着多变的气候而砰砰砰乱跳个不停？

一些人特别是老年人因血管硬化， 难以适

应环境温度变化， 容易诱发或加重心脑血

管疾病。

非油炸薯片健康吗？

用“饱和脂肪酸对人体不利，而不饱和

脂肪酸则对人体有益”来概括这两种物质，

太过简单。 我们的生命必须有两种脂肪酸

才能得以生存， 但不饱和脂肪酸在调整人

体的各种机能、排除人体内多余的“垃圾”

方面作了更多的贡献。

我们的身体不能自己生产自已生产不

饱和脂肪酸， 这些脂肪酸需要在食物中获

取。鱼肉、坚果、鳄梨和橄榄油等富含不饱

和脂肪酸，特别是深海鱼肉，鱼肉中特别富

含两类ω-3脂肪酸即EPA和DHA， 它们有

助于维持心血管系统的健康， 许多专家都

建议一周食用两次鱼肉。

调料、黄油、酱油和油煎食物则是饱和

脂肪酸的大本营。加工后的淀粉类也不宜多

吃，以薯片为例，油炸薯片的含油量近30%，

还含有大量的添加剂和盐分。即使是号称健

康的非油炸薯片也并不那么健康，仅是含油

量降低，但同样含有多种添加成分。

神奇分子一氧化氮

当然， 你一定也知道许多让你心脏更

健康的方法，运动、减重、健康膳食在你眼

中可能都已经是老生常谈， 但还有一些可

能是你不怎么清楚的。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人类营养中心副主任， 康宝莱营养

学院及营养咨询委员会成员苏珊·鲍尔曼

博士提供了两个不太为人所知让心脏健康

的良方—————脂肪酸“平衡措施”和一种

叫一氧化氮的小分子。

一氧化氮可在血管内表面的细胞中产

生，是一种能使动脉扩张的气体，有助于血

液流动并且降低血压。同时，它还是一种强

大的抗氧化剂，能减轻机体内的氧化应激，

降低心脏病的几率。

一氧化氮这个独特作用的发现者，是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药理学教授、康

宝莱营养学院及营养咨询委员会成员路易

斯·伊格纳罗博士。他与研究伙伴也因此而

获得1998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介于

人体自身产生的一氧化氮极不稳定， 伊格

纳罗博士和世界知名保健品品牌康宝莱共

同研发了一款补充一氧化氮的产品， 从而

帮助强化心血管系统、 免疫系统和神经系

统。

（黄文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