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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荷兰最大常温奶企业进入中国背后

洋牛奶4年销量增10倍 欧洲的最火

怎样让贷款享受最低利息， 省钱又轻

松呢？ 位于天府广场省科技馆对面的城市

之心25楼成都品信金融专业贷款机构表

示， 想要融资的读者可以前往品信金融了

解， 也可以拨打便民金融热线86203336咨

询。同时，笔者与品信金融总经理杨总探讨

了贷款难等焦点话题。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5.7厘

抵押放大150%

� � 杨总表示， 品信金融致力打造首个成

都市利息低，放款快的金融服务贷款平台。

品信金融开通的绿色通道， 客户凭全款房

当天就能拿到钱。 针对银行的要求各不相

同， 品信金融根据最新的银行政策推出了

低于同期银行利率20%；银行贷款利率低至

5.7厘，最快一天放款。品种有随借随还、先

息后本、到期还本付息等多种还款方案。年

限高达30年，住宅商铺最高可放大150%。而

且一抵多贷，额度更高，放款更快。距成功

贷款只有三步：联系品信金融、申请办理、

成功放款，让贷款像购物一样轻松。

按揭房、按揭车最快可当天拿钱

按揭放大90倍

“只要您有按揭房、按揭车，贷款就这

么简单，免抵押，最高可贷200万，按揭房利

息最低8厘5，按揭车最低9厘5，及时审批，

当前放款，享受超低银行利息。品信金融全

程为您服务。业务主管罗勤说，在实际业务

中，个别客户因为征信、抵押物、还款流水

等问题，在银行不能正常贷款，或者客户因

为贷款利息太高无法接受。 品信金融会根

据客户的实际情况， 在35家银行中设计匹

配出最佳的贷款方案。

快速借款 银行利息当天拿钱

有全款房、 全款车、 合同房、 抵押房

（含住宅、商铺、办公）、汽车贷款担保申请

快速借款，当天就能拿到钱；企业和个人贷

款垫资过桥，额度高、放款快`方式灵活。在

品信金融大厅， 笔者看到做外贸生意的李

女士，她面临300万的资金缺口。通过朋友

介绍， 李女士拨通了品信金融贷款热线：

86203336， 当天下午就贷到了300万元。通

过实地调查李女士的经营门店， 品信金融

又追加了100万元贷款，仅仅一天她就拿到

了这笔贷款。

（文

/

张蒙）

“国内乳业几大巨头已经开始对进口液

态奶进行反制。”高级分析师宋亮表示，境外

进口的液态奶生产企业不仅通过中国国内

的代理公司出口到中国，中国本土乳业巨头

也加入市场大战。 光明乳业在4月10日发布

公告称， 与澳大利亚Pactum� Dairy� Group

（简约乳业）签订产品代加工协议，由该公

司代加工UHT（超高温瞬时杀菌）牛奶。

另外两大巨头蒙牛和伊利也是动作频

频。 蒙牛的第二大股东丹麦爱氏晨曦的液

态奶已借助蒙牛渠道登陆北上广等城市的

各大超市。 伊利股份在去年年底发布公告

称， 该公司与意大利最大乳品生产商斯嘉

达公司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斯嘉达公

司将为伊利生产UHT乳制品。 宋亮表示，

“国内乳企与境外液态奶生产厂商合作可

完善产品结构布局。”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品信金融专栏

四川贷款中心银行利息八折

当天也能放款

目前，液态奶主要分为高温杀菌常温

奶和低温杀菌巴氏奶。乳业专家王丁棉表

示，进口洋牛奶以高温杀菌常温奶为主有

一定风险。记者注意到，进口高温杀菌常

温奶保质期长达一年，而国产高温杀菌常

温奶保质期仅为半年。“因为进口奶要进

海关和长途运输，一般要两个星期左右甚

至一个月才能到达中国市场。” 他表示，

“进口液态奶的品质并不一定比本土液态

奶高。 有些进口液态奶为了延长保质期，

会增加高温杀菌的时间，导致牛奶营养价

值降低。”

（胡沛）

5月20日，荷兰最大的常温奶企业—————荷高集团宣布正式进入

中国市场。据了解，在此前外资欧德宝、安佳等品牌已经在我国市场

进行了布局。 对此有分析指出， 常温奶 （采用超高温杀菌技术的牛

奶）已成为继婴幼儿配方奶粉后，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抢占的又一个

新品类。记者了解到，中国高端乳品复合年增长率约为30%，近年来

我国市场上涌现出上百个外资常温奶品牌。

记者了解到， 洋牛奶通过电商和实体店的双渠道开始大举进入

市民的餐桌———2008年，我国进口液态奶不到2000吨，而去年已增

至19.5万吨，预计今年将超过30万吨。不到4年的时间，洋牛奶在国内

的销售量已经增长了10倍。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走访了伊势丹、

伊藤洋华堂等成都市区多家超市看到，在

牛奶专区，进口液态奶和国产液态奶天然

被分为了两大阵营， 各自镇守 “半壁江

山”。 进口液态奶被放置在显眼的位置，

产品主要来自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

兰、法国等国家。

“一升装的进口奶经常会有促销，有时

也才十几块钱，和国产奶价格差不多，我们

家都喝进口奶。”市民吴女士表示。成都商报

记者观察价格发现，进口液态奶的价格有高

有低，部分价格确实“亲民”。同样都是高温

杀菌常温奶，1L装蒙牛纯牛奶价格是9.8元，

1L装蒙牛高钙奶价格是10.8元。而国产低温

杀菌的巴氏奶清一色地比国产常温奶贵：新

希望24小时巴氏鲜牛奶950ML，新希望洪雅

牧场鲜奶950ml，价格均是16.9元。

记者发现，货架上进口的高温杀菌常温

奶有些价格甚至逼近国产奶的价格，法国品

牌milkana全脂牛奶1L装价格12.9元，产自德

国的双谷全脂牛奶1L装售价“每日特供”价

格在11.8元， 但也有一些洋牛奶价格几乎是

国产奶的4～5倍，比如产自荷兰的风车牧场

部分脱脂牛奶1升装售价33元左右。

伊势丹一位售货员对记者表示，“虽然

国产奶销量占优，但进口液态奶经常增加品

种，这几天才新增两个新品牌，卖得比以前

更火了。”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家乐福

方面了解到，目前国产液态奶销售占比还是

主流，进口液态奶占比只有10%左右，但液态

奶自去年以来品类大幅增加，进口液态奶品

种已经由去年的二三十种到现在的包括法

国、德国、新西兰等40多种品牌。“以周末家

乐福大世界店为例，一天进口液态奶销量能

够达到5000元左右。”

在电商渠道中，进口液态奶似乎有着更

大的消费人群。记者登录京东商城，在牛奶

品类中，销量最大的是一种12升装的德国进

口全脂纯牛奶，价格为186元，平均每升售价

为15.5元，评价数达到31009次。销量排第二

的是澳大利亚德运全脂牛奶，评价数也已达

到34831次。据了解，今年3月中旬，一号店启

动进口牛奶大促销活动，不到53分钟，全部

30个集装箱进口牛奶被一抢而空。

从宏观的数据来看，进口液态奶增长迅

猛。 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2013年全年液态

奶进口19.5万吨，同比增加91.6%，进口额为

2.7亿美元，同比增加91.2%。值得注意的是，

液态奶就进口量和进口额的增长率，均高居

乳制品品类第一位。此外，今年前两个月，我

国进口液态奶3.51万吨， 同比增长24.38%，

从进口来源国来看， 进口量前4位的国家是

德国、新西兰、法国、澳大利亚，其中来自欧

盟的进口量1.95万吨， 占全国总进口的

59.26%。

乳业专家王丁棉昨日在接受成都商报

记者采访时分析表示， 液态奶尽管来势汹

汹， 但暂时不会给国内液态奶带来很大冲

击。2008年，进口液态奶不到2000吨，2009年

达到7000多吨，2010年增长至2万吨，去年增

至19.5万吨，预计今年将超过30万吨。据他透

露， 去年国内液态奶消费有两千多万吨，因

此两相对比远远构不成威胁，但是进口液态

奶巨大的增长足以让国内业界重视。 他表

示，牛奶全球平均成本约为3.3元/公斤，在国

内这一成本是4元左右。 洋牛奶加上运费和

海关税后成本差不多，但国际巨头在售价上

主要还是采取高价位的销售策略。

实际上，进口常温奶在欧美国家等市场

销售并没有那么火热，不少企业生产的常温

奶主要供应中国市场。乳制品分析师彭飞告

诉记者，“这主要和地域国情有关系，荷兰地

方小并且奶源多， 奶源与消费地生产非常

近，而在中国，尤其是三、四线城市的冷链运

输并不发达， 因此有非常广阔的常温奶市

场。” 外资其实也非常想参与国内的低温奶

布局，但是低温牛奶对奶源要求较高，需要

的运输半径较短，外资很难找到合适奶源。

部分洋牛奶价格逼近国产奶

去年液态奶进口增长超9成

国内乳企

布局海外饮洋奶

专家观点

洋牛奶被指

保质期过长

制图 王雪

市民选购“洋牛奶”

周迅：要穿适合

自己脚的鞋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40岁女人周迅：

情感对我来说依然比较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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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 央视综艺频道重磅打造的季

播综艺节目《黄金100秒》 全国海选成都

站， 将在来福士广场进行初试。 记者了解

到，由粮油品牌邓磨房独家冠名的《黄金

100秒》成都站，将迎来央视著名主持人李

佳明和杨帆。届时，他们将在海选现场，和

所有人一同见证最优秀的才艺达人。

《黄金100秒》是一个证明自己实力、表

达自己心意的舞台，也是一个得到认同的平

台，这种认同不是单向的，它既可以是一种

自我的认同， 也可以是观众的一种认同，是

一种情感的认同；节目的基本形态为，每一

期节目都将有10～15位表演者， 不限才艺，

不论年龄性别，他们带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来

到节目参加挑战，这一目的背后都有一个积

极的情感， 可以是失败者寻求大众鼓励、有

特殊才艺的草根寻求大众认同，甚至是表达

对暗恋对象的爱慕之情等等，都可以通过在

舞台上100秒时间内不同才艺的展示来获得

认同，现场观众将通过投票器来决定表演者

的去留，站到最后的选手可以获得由梦金园

黄金提供的奖励。

（任宏伟）

记者：随着心态的成熟，你现在这个阶

段更加放不下的是什么？

周迅：

还是各种情感吧。 情感对我来

说，依然是比较要命的东西。

你说我们每个人到最后， 不管你小时

候的梦想实现没有， 最后像剥笋一样看看

你的内心世界，还是各种情感，不只爱情，

还有亲情友情。

记者：你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爱情

是你的致命伤，现在还是吗？

周迅：

这是好早好早之前了，人总要慢

慢长大。那个时候肯定说过这话，说那个话

的时候，可能是我认为我被伤了。其实不光

是爱情，除了跟你生活的男人，儿女啊，父

母啊，都应该学会怎么去爱。

记者：你的父母如此恩爱，肯定也希望

你早日拥有自己的家庭。

周迅：

可是我真的非常幸运，我在朋友

圈看到大家怕回家过年， 怕问到什么时候

结婚这些问题，我从来没遇到过，我的爸爸

妈妈从来没有这样对我。 我也不知道我上

辈子做了什么大好事儿， 能拥有这么一对

父母。他们从来不会逼我说你一定要结婚，

生个小孩儿，你看别人家的谁谁谁。他们从

来没有在我这儿提这些。

不是说我不想结婚，我想。但不是你想

就能做到，不是你想有小孩儿就能有对吧？

为了结婚而结婚，会给你带来痛苦，也会给

对方带来痛苦，所以不要做这种事儿。婚姻

的事，我也期待。

记者： 你心中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是怎

样的？

周迅：

我最大的追求就是心灵平静。

据《南方人物周刊》

记者：感觉你已经疲劳得不行了。

周迅：

我开始累了，因为我40岁了。必

须承认， 体能开始下降。 可能我也不常运

动，所以我的体能不是那么好……

记者：除了体能下降，你会如何看待随

着年龄的增长，有些角色不再属于你？

周迅：

任何人都会衰老。你要开始面对

你容貌上的改变，然后是内心的转变，这一

点可能女演员比较明显， 因为在大银幕上

很容易看出来，哦，她这么老了……你必定

是要演不一样的角色， 而且你的心理状态

也不一样了。 就算你性格还是比较像小孩

儿，可是现在让你演一个初中生，你还是觉

得压力太大。

这次演《红高粱》， 我自己没什么压

力， 反而是朋友说你行不行， 我忽然意识

到，对啊，我到底行不行？我毕竟40岁了。合

作的演员朱亚文比我小10岁， 黄轩好像小

11岁。刚开始我没觉得有问题，反而是听到

的一些声音， 让我觉得哎哟我是不是有问

题，然后我往十几岁那种状态收。在剧组大

家都安慰我，没问题，但是你看这个东西在

我心里突然出现了，就得去面对。再过5年，

这个问题更大，所以你要学会去面对。

记者：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当初那个艺

校的小女孩可以走到今天？

周迅：

我现在夸一下我自己啊，其实我

很认真，也很努力。我当然有我的天赋，这个

很重要， 也是让我走到现在一个很大的原

因。以前我不承认，就希望大家承认我很努

力。但是慢慢长大，我越来越清楚每个人都

有自己适合做的事情。 表演是我的强项，如

果你让我做会计，我可能就是整个行业里最

糟糕的一个。

我特别幸运， 干这行从进来就一步一

步，得到很多人的保护。

记者：保护之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

识到这个行业的另一面？

周迅：

我到现在也不怎么认识这个圈

子。这个圈子有好多事情我是不懂的，好多

人都觉得你装，我说我真的不懂。我以前是

不上网的人， 因为我觉得上网会让人烦躁。

现在我也会去看一些东西，但是看完就（摇

头）， 唉……所以这个行业有很多也是我不

喜欢的，你把我扔里面，我也进不去。其实我

的性格是不太适合这个圈子的。

我曾经还跟他们说我是不是要去了解

下这个圈子，他们说你应该了解下，但是我

还是不明白很多事为什么是这样。就比如说

《画皮2》，我跟小赵（另一位主演赵薇）完

全没事，她性格很好，我也简单直接，但是依

然会出来这样的新闻，说我们在现场互相踢

凳子。我就在想，我跟小赵也算是现在中国

女演员里能演戏的吧，为什么要把这两人弄

成傻子似的呢？这两人都快40岁了，怎么可

能在现场踢凳子呢？所以我很喜欢我在《龙

门飞甲》里凌雁秋这个角色，就是“安心走

我路，不问江湖事”。

“我自己没什么压力，反

而是朋友说你行不行， 我忽

然意识到，对啊，我到底行不

行？我毕竟

40

岁了”

40岁的周迅

“我到现在也不怎么认

识这个圈子。这个圈子有好多

事情我是不懂的，好多人都觉

得你装，我说我真的不懂”

“圈外人”周迅

想结婚的周迅

“不是说我不想结婚，我

想。但为了结婚而结婚，会给

你带来痛苦，也会给对方带来

痛苦，所以不要做这种事儿”

央视名嘴李佳明、杨帆坐镇

成都才艺达人

快来《邓磨房·黄金100秒》

活动地点：

成都市人

民南路4段3号 来福士广

场西岭峡

活动时间：

6月7日

13：30-18：00初试

6月8日

13：30-18：00复试

表演类别：

不限才艺

面试要求：

尽量展

现个人或组合表演特

色，演唱类要求带伴奏

（拷进U盘）

报名电话：

028-64860169� � 028-85031300

� � � �

邓磨房实体店报名地址（实体店报名

可享受购物优惠）：

营福巷店 金牛区营福

巷138号3栋1层8号、莲花西路店 锦江区莲

花西路273号、晨辉路店 锦江区晨辉路1号

附71号、经天路店 锦江区经天路2号10栋1

层128号、百寿路店 锦江区百寿路2号附17

号、祥和里店 成都市成华区祥和里84号、

学府阳光店 温江学府阳光32栋1层102号、

东林半岛店 龙泉驿区十陵镇138号2栋2单

元1层11号、贝森路店 青羊区贝森路贝新

巷16号1-1-1-6号、金房苑东路店 金房苑

东路1号1栋1层附68号、 东顺路店 青羊区

东顺路134号

周迅与男友高圣远牵手出现在镜头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