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更是品味春茶最美

妙的季节。春茶中，尤其以绿茶最为精华，不仅

因为绿茶的出产时间几乎和自然季节同步，

“冬养春生”，比起其他茶叶更丰富的茶多酚、

氨基酸，让绿茶有天然抗癌的作用，在一年休

养生息的开始，一杯上好的绿茶春茶成为健康

的品味首选。今年立春较早，竹叶青新茶也提

前上市，将海拔800-1200米纯净之地的鲜嫩清

醇，比去年提早呈现在茶客面前。

不仅四川人推崇竹叶青茶，在北京它也声

名鹊起。在竹叶青茶进入北京之前，大多数北

方城市非产茶区春茶的品饮习惯，以平原绿茶

龙井、碧螺春为主，高山绿茶竹叶青的提前上

市， 让北方城市感受到更鲜嫩春茶的滋味。自

1964年陈毅元帅在峨眉山万年寺品茗对弈为竹

叶青茶命名以来，竹叶青茶业将“禅茶一味”的

内涵、“峨眉山水” 的意趣、“精工细作” 的美

学，以峨眉山高山茶芽为载体、用45000颗的精

选，造就每一颗竹叶青都拥有不凡的清醇淡雅。

比起平原绿茶，竹叶青茶内质更丰富、口感

更清醇，优美的独芽形态，也让冲泡春茶，成为一

次品味自然艺术的绝妙体验： 看着翠绿欲滴、根

根直立的春芽在杯中舞蹈， 生命律动的节奏，让

人对春天充满了欣喜。经历自然洗礼后的竹叶青

茶，还要经得起竹叶青茶师的苛刻选拔，只有体

态完整挺秀的春芽芽心才符合对完美的无尽追

求：两头尖细入发芒、中段圆润如水滴状，叶形弧

度优雅的竹叶青独芽方能入茶师之眼； 甄选后

的茶芽还要经抛、抖、撒、抓、压、带等十八种复

杂手法，方能将其本性完美展现。茶师手挥目送

之间，将这一自然杰作精雕细琢，更将各项法则

熟稔于心， 以致每500克竹叶青竟需从35000—

45000颗芽心中层层精选，恰如峨眉山物竞天择

的亘古定数，也造就了每一颗春芽的来之不易。

竹叶青茶不仅是中国国家围棋队指定用茶，

更得到中国棋院的大力推荐，中国围棋的三代

大师———围棋泰斗吴清

源、棋圣聂卫平、世界围棋

冠军古力， 在2012年成为

竹叶青茶的形象代言人，

将 “平常心成就非凡事”

的品牌文化更广泛的传扬

海内外。

成都商报记者 雷蕾

“满园春色关不住，几枝海棠出墙来”。阳

春三月，远眺花舞人间海棠山舍，您就能看到这

样一副诗情画意的景观。西南赏花首选地———

成都新津花舞人间这个浪漫花季的花舞大戏，

就由海棠花携手荷兰百合花领衔开幕。

三月中旬，花舞人间海棠正当时。在同心

潭，在海棠山舍，株株垂丝海棠柔蔓迎风，垂英

凫凫，如秀发遮面的淑女，脉脉深情，风姿怜人。

垂丝海棠瓣呈玫瑰红色，朵朵弯曲下垂，每当微

风轻抚，便飘飘荡荡，娇柔红艳。宋代杨万里更

盛赞其“风搅玉皇红世界，日烘青帝紫衣裳”。

这个时节来到花舞人间，还能在花卉博览园一

览荷兰百合花的高雅绽放，黄色的，深红色的，

被绿油油的针形叶托着，一大片一大片的。

据悉，本届成都（花舞人间）杜鹃花节的

花卉， 除了130多个品种500多万株的杜鹃花，

次第开放的海棠花、梨花、樱花等，还展出了60

多个品种的荷兰百合花、比利时风信子、德国

高山杜鹃、荷兰郁金香等欧洲花卉，以及全球

独有的“杜鹃花瓶”、“杜鹃花树”、“镂空杜鹃

花柱”、“垂枝杜鹃”……

除了赏花，在第六届成都（花舞人间）杜

鹃花节上，还将上演各种缤纷活动。花舞人间

微电影《爱的花香》面向社会征集演员、万元

征集光影作品、飞盘狗特技表演，当然还有精

品杜娟成果展、浪漫樱花季、摄影作品展、缤纷

美食体验……多个主题活动精彩不断。

置身花海，或在花丛中游弋，或在草坪上

晒太阳、或云海上泛舟、体验森林漂流或感受

神奇的击鼓喷泉……您都会忘却城市的钢筋

水泥，在花海中感受那份亲情、爱情和友情所

带来的美好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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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生产线 走近蓝色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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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企业宣言参与单位

蓝剑饮品集团

可口可乐（四川）饮料有限公司

四川省峨眉山竹叶青茶业有限公司

成都谭鱼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花舞人间景区

“谭鱼头”创立于1996年，以其独具特色

的香辣锅底、番茄锅底及秘制鱼头而驰名海内

外。1998年6月，谭鱼头走出四川，在全国各地

开设连锁店，在成都、北京、上海、广州、台湾、

香港等全国五十余个大中城市（地区）拥有百

余家连锁店。2008年7月，谭鱼头新加坡店隆重

开业，标志着集团由此踏上了国际化连锁发展

的征程。

透明厨房，一次性锅底

公司始终将“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秉

承“用美味感动世界”的企业理念，为广大顾

客朋友提供放心的美食。谭鱼头创立之初就推

出了单独炒制的“一次性健康锅底”，客人可

以亲自到厨房实地参观火锅底料的炒制和菜

品的加工过程，消除消费者的顾虑，安心享用

美食。17年来，“一次性锅底” 的承诺始终不

变，这也成为谭鱼头发展壮大的法宝。

绿色生态基地，健康的源头

谭鱼头的醇香菜籽油、 美味火锅底料、红

酒等产品，均来自谭鱼头生态农业基地。为确

保重要原材料的安全性，谭鱼头2007年在成都

大邑打造生态农业基地，建立了火锅底料生产

线，自己压榨菜籽油，自己炒制底料，对品质进

行严格把控。

坚持光盘行动，传播节俭好习惯

谭鱼头在今年3月8日-18日期间推出了一

个“我在谭鱼头，我坚持光盘行动”的特别活

动，参加活动的朋友还可以赢取IPad4，我们以

这样的活动来倡导，希望大家都能养成节俭的

好习惯，并能够一直坚持下去，这是一件利国

利民的有意义的好事。

快乐养生馆，打造时尚养生新概念

今年， 谭鱼头推出了旗下的 “快乐养生

馆”，位于兰桂坊，该店装饰精巧时尚，充满活

力和动感。 除了保留谭鱼头原本的经营特色

和口味， 还推出了一系列健康概念的养生锅

底，消费大众化，目前吸引了很多年轻时尚人

群以及周边的港台、外籍人士前来品尝，很受

好评。

成都商报记者 吴坚

说起蓝剑饮品集团， 说起它的王牌产

品———冰川时代矿泉水、唯怡植物蛋白饮料，

在整个西南地区几乎是无人不知。 从1992建

厂发展到连续8年蝉联饮料产销量西南第一，

蓝剑饮品集团创造了世人瞩目的蓝色奇迹：

2008年初蓝剑矿泉水产销量就高达447530

吨，跃居全国第一，与纯净水第一的娃哈哈、

矿物质水第一的康师傅、 山泉水第一的农夫

山泉被业内誉为“中国四大水王”。 冰川时

代Q1还伴随奥运圣火登顶珠峰，备受全球瞩

目，被中国篮球队、中国登山队、中国网球队

三个国家运动队选为指定饮用水， 成为中国

高品质水的代表品牌。在植物蛋白饮品行业，

则形成了“西有唯怡、东有银鹭、南有椰树、

北有露露”的四强格局中蓝剑也稳稳地占据

一方。

在2013年3·15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成

都商报记者受邀来到 “中国第一个矿泉水之

乡”， 也是蓝剑饮品集团的大本营———什邡，

走进蓝剑饮品集团的生产一线，见证优质水源

成为一瓶瓶优质矿泉水、优质坚果原料到营养

植物蛋白的过程，同时也探明创造蓝色奇迹背

后的故事。

我们只销售健康

走到蓝剑蓥华山天然矿泉水生产基地，几

个排列在车间房顶的蓝底白字的大牌子就引

人注目 ———“蓝剑人以人类健康为本发展高

标准的水事业为己任”，蓝剑“我们只销售健

康的核心经营理念彰显无遗。

人们都知道水源的优劣决定着水的品质，

说起蓝剑的水源地，集团副总经理邹宗凤就像

说起自己的孩子，骄傲、自豪的感情溢于言表：

“北纬30度-42度是国际公认的矿泉水‘黄金

纬度’，2006年8月16日，什邡被中国矿业联合

会授予首个‘中国矿泉水之乡’的称号，而冰

川时代的水源地就位于什邡境内龙门山国家

地质公园中央园区内。”据邹宗凤介绍，其独

特的冰川漂砾地质构造， 珍稀的Q1fgl取水层

孕育出品质卓越的天然弱碱性矿泉水，能有效

调和人体血液的弱碱性，富含大量自然天成的

矿物精华和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堪称世界

矿泉水之精华。

为此，蓝剑饮品集团专门成立了水源环境

保护部，对位于龙门山国家地质公园核心地带

的15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冰川时代矿泉水资源

保护区，进行日常监测和保护，以确保水源不

受污染。

据了解， 蓝剑不仅仅满足于钻石级的水

源，还率先在桶装水行业实施了“水质放心、

水机放心、水桶放心、水站放心、水厂放心、水

源放心”六个放心工程，从水源、水厂、水机、

水桶、 水站等各个环节全方位保障水的品质，

保证每一滴进入消费者口中的矿泉水都洁净

无污染，将川内桶装水质量控制提升到了国际

水平，引导桶装水行业从品质到服务实现全面

优质转变。

9果原浆

开创中国饮品零添加剂时代

在南区植物蛋白饮品预处理车间里，一袋

袋成色上乘、码放整齐的花生米、核桃粒、巴达

木等货真价实的原料，立刻让记者和在场消费

者对唯怡饮品的品质充满信心，而现代化无菌

操作间有序地运作，全自动灌装、装箱等工序，

也让高标准的品质得到了有力保证。

蓝剑综合国内外专家经过三年联合攻关的

主打新品———唯怡9果原浆引起了记者的极大

兴趣，这是一款零添加产品，业内评价此产品开

创了中国饮品零添加剂时代， 面对消费者对食

品无添加的强烈需求，邹宗凤强调：“为让消费

者放心饮用， 我公司做出了发现添加剂一瓶赔

偿10000元的承诺，欢迎消费者监督。”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晶

随着3·15临近，消费者权益的维护成为热

点话题，本周一，成都商报记者应邀来到可口

可乐（四川）饮料有限公司位于新都工业开发

区的生产灌装工厂，实地感受作为本地饮料行

业龙头企业的先进生产工艺，见证企业生产的

全过程，给消费者一个了解企业的窗口。

走进可口可乐（四川）饮料有限公司，首先

感受到的是这个世界500强企业的朴实和严谨，

虽没有想象中的宏大建筑，但管理却十分严格、

有序。进入生产区域，每一道门都安装了门禁系

统，只有开通指定权限的生产线人员才能进入。

记者首先需佩戴完整的劳保用品（专用鞋、帽、

耳塞等）， 经过预净间用洗手液彻底清洗双手

后，才能进入车间与生产线近距离接触。

一瓶畅爽怡人的可口可乐， 需经过吹瓶、

清洗、灌注、封盖、喷码、覆膜、码垛等多重工

序。作为可口可乐主要成分（占比90%以上）的

水，则是通过将自来水多介质过滤、一级活性

炭过滤、去除碱度、氯化消毒、二级活性炭过

滤、精滤处理等环环相扣的程序，才能最终制

备成符合可口可乐公司标准要求的饮料用水。

灌装车间里，每个等待灌装的可口可乐塑料空

瓶先依次倒立，经软化水清洗后，被运送至注

入机，逐瓶灌注由处理水、最后糖浆、CO2混比

成的饮料，再由封盖机进行严密封盖。高度自

动化的生产线让可口可乐弧形瓶像步调一致

的舞者，统一而优雅。

2013年， 可口可乐已开始规划逐步对工厂

进行升级改造，期望通过更高速的生产线、更先

进的生产设备以及更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为

消费者带来畅爽怡神的美妙享受与快乐心情。

作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可口可

乐（四川）饮料有限公司非常注重环境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会将

冲洗瓶、罐后的废水尽可能充分的回收利用，以

作为厂区清洁卫生等用途， 切实为保护水资源

和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晶

秉承“我们只销售

健康” 的经营理念，西

部饮品行业龙头企业

蓝剑饮品集团一贯以

为消费者提供最优质

的产品为己任，在水源

保护 、品质监控 、售后

服务等各方面精益求

精，务必使每一滴到达

消费者口中的矿泉水，

都保持着地下

156.6

米

深处的洁净和甘甜；每

一滴到达消费者口中

的饮料，都保持高标准

的品质和营养价值。

诚信

宣言

唯怡植物蛋白饮品原材料预处理

质量就是生命

竭诚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

可口可乐的所有

生产设备均由该行业

的 佼 佼 者

KHS

、

SIDEL

等公司供应，且所有环

节实行自动化控制。在

质量管理上，公司拥有

一套完整、成熟的可口

可乐质量管理体系，同

时，每年第三方机构也

会对公司进行质量监

督审核。可口可乐一直

秉承 “质量就是生命”

的宗旨，以向消费者提

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和

服务而努力。

诚信

宣言

诚信， 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 也是企业

重要的无形资产。 我们

坚信， 在任何时代失信

于市场和消费者， 将会

被行业所淘汰。 我们将

始终努力建设企业诚

信， 共同营造良好的市

场消费环境。 竹叶青茶

业将 “禅茶一味” 的内

涵、“峨眉山水”的意趣、

“精工细作”的美学融于

制茶的每一个环节。甄

选后的茶芽还要经抛、

抖、撒、抓、压、带等十八

种复杂手法， 方能将其

本性与品质展现。每

500

克竹叶青需从

35000-

45000

颗芽心中层层精

选，———竹叶青也将以

其苛刻的制茶标准以及

四季如新的稳定品质回

报消费者的青睐。

诚信

宣言

峨眉高山绿茶竹叶青

从高山抵达春天

诚信是决定旅游

企业成败的关键。花舞

人间景区将秉承“诚信

经营 、用心服务 “的理

念， 做到服务周到、讲

诚信 、价格合理 、不欺

诈。

诚信

宣言

花舞人间百花争艳 迎来盛花期

谭鱼头创立的

1996

年，

当时谭鱼头为了突破市场

的瓶颈，采用了一次性健康

锅底并开放厨房让消费者

实地监督，得到了市场和消

费者积极的响应和支持，

17

年来我们一直坚持这样做，

因为我们感觉到，没有什么

比饮食的安全健康，更让消

费者关心和牵挂 。 我们承

诺，无论在哪里，我们都会

坚持对“健康、品质、快乐”

的追求，用美味感动世界。

诚信

宣言

谭鱼头，品质制胜之道

方式

1

： 成雅高速至新津南（邓双）出口

下，按交通指示牌前行到达花舞人间。

方式

2

： 牧山大道（大件路）成都至新津

段，按交通指示牌前行到达花舞人间。

方式

3

： 成新蒲快速通道至新津段，按交

通指示牌前行到达花舞人间。

公交出行

方式

1

：可选择从成都新南门客运站，可乘

坐直通车直达花舞人间景区。另外通过石羊场

客运站、金沙车站、城北客运中心站乘车到新

津约

50

分钟， 在新津汽车站转乘出租车或

520

路公交车即可到达，车程约

10

分钟。

方式

2

：报名参加旅行社，随团游玩景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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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S:

自驾车

花舞人间 人舞花间

可口可乐生产车间

春天， 从一杯竹

叶青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