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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出口多国的中国矿泉水

据了解，恒大冰泉拥有世界三大好

水的品质， 受到全球经销商的一致认

可， 成为首次出口多国的中国矿泉水。

“一处水源供全球”模式，指的是仅以

世界三大黄金水源为采水点，向全球统

一供应世界一流好水，是矿泉水达到世

界顶级品质的最重要指标和标志。业内

人士认为，此举打破了只有世界矿泉水

进入中国，没有中国矿泉水出口国外的

格局，也为民族品牌赢得了荣誉。恒大

冰泉在海外赚取利润， 为产业创新，为

国内经济作出贡献。据了解，恒大冰泉

源于世界三大黄金水源地之一—长白

山， 以其火山深层矿泉为唯一水源地。

“一处水源供全球”保证每一滴水都来

自长白山，是恒大坚持的一贯模式。

签约全球经销商

供应世界一流好水

在签约仪式现场， 恒大集团董事局

副主席、总裁夏海钧表示，此次与欧洲13

个主要国家43位经销商代表， 共同启动

恒大冰泉出口欧洲的仪式， 实现了恒大

冰泉“一处水源供全球”的宏伟目标，是

中国矿泉水走向世界的第一次， 随着恒

大矿泉水走向世界市场， 这也打破了只

有外国矿泉水进入中国市场， 而没有中

国矿泉水出口国际市场的格局。“我们

相信随着恒大冰泉在世界市场的拓展，

一定能为中国的产业创新和国内经济作

出更大的贡献， 为中国民族品牌走向世

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西方依云 东方恒大”

事实上，“一处水源供全球”并非恒

大冰泉首创， 而是国际顶级矿泉水品牌

普遍坚持的经营模式。 法国依云正是在

保证黄金水源的同时， 依靠这一模式保

证全球各地每一瓶依云水的质量， 成为

世界知名矿泉水品牌。

“我们与恒大冰泉合作，主要是看

中它的水源地和严格管理。” 来自波兰

的经销商代表Rafal说。他认为恒大冰泉

凭借世界顶级品质出口， 将正式位列世

界级矿泉水。“可以说， 从此西方有依

云，东方有恒大。”阿尔卑斯山、高加索

山和长白山被称为世界三大黄金水源

地。据了解，恒大冰泉的水源地源自长白

山，该深层矿泉符合最严格的欧盟标准，

品质口感与世界知名品牌相近， 部分指

标更优， 恒大冰泉出口多国的市场前景

可期。

（吴筱颖）

5月16日，由可口可乐（四川）

饮料有限公司主办，成都市教育局、

成都市环保局、WWF成都项目办

公室等多方参与的水资源保护活动

项目———“一滴水的快乐旅程”在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西区分校正式启

动。“一滴水的快乐旅程”项目包含

了成都水源地探访、湿地导览、自然

课堂科普以及可口可乐工厂参观等

内容。5月17日， 来自泡小等学校的

学生们化身“水资源小卫士”，成为

此次活动的首批参与者， 与成都水

源地及可口可乐四川工厂亲密接

触。可口可乐鼓励学生们用画笔、相

机， 记录自己对水资源保护的认识

与感受以及其中有趣的故事， 优秀

作品将在年底被汇编成“一滴水的

快乐旅程”绘本。据悉，“一滴水的

快乐旅程”系列活动还将在7、8、10

月开展， 希望更多的学生加入活动

中， 与可口可乐一起传递水资源保

护的正能量。

（李晶）

可口可乐启动

“一滴水的快乐旅程”

泡菜坛子里

渗透家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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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常，因美食露脸的镜头太少，产生了一

些争议，但有关四川泡菜的一段却让人看

得口水直流。在四川，泡菜是上至酒楼餐

馆下到平凡人家的必备美食，酸爽的味道

和脆脆的口感，是佐餐的最佳伴侣，也是

制作很多川菜菜肴的调味必需品。

泡菜， 顾名思义就是把菜用水泡起

来，与腌菜、酱菜、北方的酸菜一样，是储

藏蔬菜的一种方法。对于泡菜，每家每户

都有自己的一套制作方法，有自己的一种

味道，泡菜看似平淡无奇，却无法割舍，藏

在泡菜坛子里的不只是美食，更多的是家

的味道和人们对家的眷恋。

一处水源供全球

恒大冰泉

出口欧洲13国

世界三大黄金水源地长白山为唯一采水点，标志其品质达到世界级

凭借“一处水源供全球”模式

与世界顶级品质，恒大冰泉又一次

走在了中国矿泉水品牌前列。5月

20日，恒大冰泉出口欧洲签约仪式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英、 法、

德、俄、意、荷兰、西班牙、匈牙利、

土耳其、波兰、斯洛伐克、白俄罗

斯、瑞典等欧洲13个主要国家的经

销商代表成为首批国际经销商，同

时签约的还有中海运、中远洋两家

物流巨头。 全球500媒体记者进行

了跟踪报道。恒大冰泉在全国唯一

实现“一处水源供全球”，中国矿泉

水第一次出口多国。

入乡随俗 爱上泡菜

刘阿姨是辽宁抚顺人， 今年58岁，18岁那年和

父母一起来到四川支援三线建设。刚到四川，饮食

自然是不习惯的，但邻居家泡的泡菜却一下子俘获

了她的味蕾。如今刘阿姨的独生女儿小林也有了小

家庭，给女儿家里泡上一坛泡菜是老人表达母爱最

直接的方式。

刘阿姨泡的泡菜好吃，远近闻名，家里泡菜坛子

最长的已经有着40年历史，很多街坊都会到她家来

求点老坛水“养”坛子。“没有老坛水也可以，慢慢

掌握盐水比例就是了，酸了放点盐，咸了放点糖。”刘

阿姨说，水要用烧开又放冷的凉白开，盐最好用没有

碘的泡菜盐，再来点青花椒、大蒜，有的也会放些八

角、三奈之类的香料。刘阿姨告诉女儿，泡菜一年四

季都可以泡， 这个季节新鲜上市的仔姜和红红的小

米椒是泡菜坛子里的主角，有了它们做泡椒系、鱼香

系的菜品才算正宗。豇豆、蒜苔、胡萝卜也是好吃的

下饭菜。让坛子水变得好看，可以买些红皮萝卜或者

紫苷蓝，红皮萝卜只泡皮儿，紫苷蓝只泡杆儿，泡菜

水会变得粉嘟嘟的，泡出的菜也会染上层嫩红色，让

人食欲大增。

酸菜鱼成为家宴拿手菜

作为地道四川人的石婆婆， 做泡菜可说是耳濡

目染，自然而然的。石婆婆最拿手的泡菜是泡青菜，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酸菜。在石婆婆的厨房里，一个高

1米左右的粗陶坛子占据一角，这里面都是今年春节

前后泡上的青菜。石婆婆说，她泡的酸菜，之所以味

道比较好， 秘诀就是放些自家做的 “麻糖”（麦芽

糖），石婆婆说，放了麻糖的坛水不会太咸，泡出来的

酸菜咸酸适中，而且很少生花。每当儿孙们聚在一块

的时候，石婆婆的拿手菜酸菜鱼就要登场了。酸菜切

细丝，加动物油炒香，加上话梅提味，泡辣椒和泡姜也

不能少，加骨头汤熬煮，骨汤吸饱了酸菜的鲜爽，起锅

前放上片好的鱼片和细细的银丝粉， 一大盆冒着香

气的酸菜鱼上桌，一会就被“消灭”完了。

泡菜是使用低浓度的盐水， 或用少量食盐来腌制

各种鲜嫩蔬菜，再经乳酸菌发酵，制成一种带酸味的腌

制品，只要乳酸含量达到一定的浓度，并使产品隔绝空

气，就可以达到久贮的目的。泡菜中的食盐含量为2%

到4%，是一种低盐食品。制作泡菜要注意以下几点：

1

、

专用筷子。泡菜坛子以及捞泡菜的筷子都不能沾

油荤，不然泡菜水会“生花”，就是泡菜水上长出白色霉

点。如果泡菜烂软发臭，表明已经变质，必须倒掉了。

2

、

做泡菜要选择泡菜盐（就是不含碘的盐），这

样利于发酵，买不到泡菜盐的地方，可以使用大粒的

粗盐代替。

3

、

制备泡菜的容器应选择火候老、釉质好、无裂

纹、无砂眼、吸水良好、敲音清脆的泡菜坛子。蔬菜选

择原则是，品种当令、质地嫩鲜、肉厚硬健、无虫咬、无

烂痕、无斑点者为佳。

4

、

制作泡菜时，应注意将泡菜坛洗净、拭干，先放

盐水淹过原料，再盖上坛盖，用清凉水掺满坛沿。

5

、

除了泡菜坛子，也可以使用密封的容器来制作

泡菜，但是一定要保证密封。

6

、

做泡菜的蔬菜一定要风干水分再放入坛子中。

7

、

泡菜水也可以泡煮好的凤爪、猪蹄、猪尾巴、猪

耳朵等荤菜，但一定不要把荤菜放入准备长期泡制的

泡菜水中，应该单独制作。

泡菜

故事

制作

规则

泡菜坛子最怕油和其他杂菌入侵，如遇“生花”，

有几种解救方法：

1

、

倒白酒。用干净的器具将霉点捞出，加入适量

泡菜盐和白酒， 将泡菜坛子移至阴凉通风的地方，每

天敞开盖子10分钟，2-3天以后可以改善。

2

、

放芹菜。放几根芹菜杆杆在泡菜坛里，没有花

了就挑出来扔掉。

3

、

买一根新鲜的竹笋（冬笋、苦笋都行），剥去笋

壳，去掉大头（即裸露的部分），只取笋芯放进泡菜坛

里，保证再也不会生花了。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晶

救坛

绝招

把关三：配送

运输途中防磕伤

时速控在60公里内

车厘子一直被称为最 “娇

贵” 的水果， 挂在枝头时最怕下

雨，采摘下后又怕暴晒和碰撞。最

近天气比较炎热，路途又遥远。如

何配送？ 这就需要在运送过程中

做到慎之又慎。 基地在配送方面

抽调了专人专车， 这几日每天都

在加班加点， 将又大又红又甜的

汶川车厘子送到成都。

为了防止车厘子在运输过程中

被磕伤、碰伤，运输途中的车速控制

很重要， 一般时速都控制在60公里

以内。同时，为了防止水果被“闷”

到，车厢都保留有通风口，车厘子刚

从汶川基地运达成都， 就会立即被

指定的快递公司分送到市内500家

红旗连锁配送网点， 然后通过短信

通知您去领取。 为了保证水果的新

鲜， 从采摘后的配送到分发各网点

再到领取， 时间严格控制在12小时

之内。

成都商报记者 王可然 摄影报道

“521”预订车厘子有礼

3种方式可查中奖信息

在成都商报买够网汶川车厘子预订突破5000箱

及“网络情人节”来临之际，昨日，买够网为回馈市

民，推出了“5月21日13时14分起，预订车厘子前300

人送粽子或哈根达斯优惠券”的活动。今天下午2时

起，市民可通过3种方式查询自己是否中奖，

一是通

过成都商报买够网（

mygo.chengdu.cn)

查询，二是拨

打买够网热线

028-86626666

咨询，三是关注成都商

报《社区电商周刊》微信（微信号：

cdsbmygo)

，

今天

也将同期公布中奖名单。

前100名预订者每人将获赠 “谷黄金三珍糙米

粽”1盒，价值43元；第101名至第300名预订者每人

将获赠哈根达斯“仲夏蓝莓冰火锅” 电子优惠券1

张，价值30元。

预订方式

市场价：至少

145

元

/

箱（

3

斤）

买够价：

110

元

/

箱（

3

斤）

预订时间：

5

月

9

日

~5

月

30

日

咨询电话：

028-86626666

预订方式：

1

、网络认购：

登录买够网（mygo.chengdu.cn），下

单后将收到一条确认短信，凭此短信提货；2

、本版认

购：

直接扫描旁边的汶川车厘子预售二维码，也可实

现预订；3

、红旗认购：

到500家指定红旗连锁门店认购

车厘子提货券，到货后工作人员将通知您前往领取。

配送方式：

首批汶川车厘子已于前日开始配送，我们将按

照预订的先后顺序滚动配送。从采摘后的装箱到提

货严控在12小时内。

扫描二维码

500

家红旗超市

可购买车厘子

扫描二维码

登录买够网预订

汶川车厘子

汶川车厘子110元3斤

500家红旗门店可预订

（成都商报买够网汶川车厘子基地直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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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滚动发货 遇特殊天气会调整

最近几天，有一些心急的预订者致电成都商报买够

网热线028-86626666询问，“我们预订的汶川车厘子何

时能够到货？”据了解，此次配送是根据预订先后顺序实

行滚动发货，先预订的先发货，后预订的后发货。

昨日，买够网负责产品和质量的“一姐”易难特

别提醒：配送汶川车厘子，其实还要“靠天”说话，因

为车厘子是最“娇贵”的水果，下雨天不能采摘，太

阳太大也不能采摘， 每天采摘时间只有黄昏前这个

“时间窗口”。 因此遇到特殊天气特别是下雨天，我

们的配送计划可能有所调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希望大家耐心等待， 我们的团队一定会给大家带来

更爽口更鲜美的车厘子。”

从汶川到成都

一场呵护车厘子的“接力赛”

■

下午

4

时

~7

时

太阳偏西显著降温后， 成都商报买够网汶

川车厘子

3

大直供基地同时开采车厘子

■

晚上

9

时

~

次日凌晨

2

时

无菌车间内， 工人们精心挑选车厘子，计

重、装箱

■

凌晨

2

时

~5

时

车厘子从汶川出发， 为避免碰撞挤压，全

程时速不超过

60

公里

■

凌晨

5

时

~7

时

车厘子抵达买够网库房，买够网工作人员

再次开箱检验

■

早上

7

时

~8

时

发货准备

■

早上

8

时开始

发往指定

500

家红旗连锁店， 短信或者电

话通知您领取水果……

特别提醒

从前日起， 成都商报买够网汶川车厘子直供基地开始向预订市民配送汶

川车厘子。目前，成都商报买够网车厘子预订总量已经突破5000箱大关，每天

都在进行滚动发货。截至今天，总计有3批次的预订者尝鲜汶川车厘子。

可是您知道吗？您吃上的汶川车厘子为什么这么新鲜、甜美，为什么又大、

又红？其实，每一颗汶川车厘子的上市背后，折射的都是成都商报买够网和汶

川车厘子直供基地对车厘子完美品质的不懈追求， 以及对预订者高度负责的

工作作风。

这背后，就是一道道对采摘把关的“规范要求”；这背后，就是一道道对选

果把关的“严厉苛求”；这背后，就是一道道对配送把关的“完美追求”……

把关一：采摘

太阳偏西降温后

小心翼翼摘车厘子

最近几天， 海拔1700米左右的成都

商报买够网汶川车厘子直供基地的车

厘子开始大面积成熟，漫山遍野红彤彤

一片，枝头车厘子娇艳欲滴。

“娇贵”的车厘子红了、熟了，如何

采摘？基地设有专门的汶川车厘子采摘

规范流程。如何摘果看起来简单，其实

按照 “规范流程” 来说也是一门技术

活：天气太热了，不能采摘，因为天太热

摘下车厘子，果子很容易开裂；同时，下

雨天、露水天也不能采摘，因为雨水、露

水挂在果子上，一旦风干后果子也很容

易开裂。因此，采摘车厘子的最佳“窗口

时间”， 就是基地太阳偏西显著降温之

后，采摘具体时间就在下午4时至7时。目

前，基地每天都有数十人的采摘队伍专

门负责摘果。而这个时候，也是大家最

繁忙的时候。虽然“忙”，但还要做到

“忙而不乱”。

采摘完成后，将立即在树下进行标

准化选果的第一次分拣， 挑出次果、裂

果、不达标的果。随后装车下山。

把关二：选果

送入无菌车间

个头小不够红的都放弃

为什么我们拿到手的汶川车厘子又

大又红呢？其实，俗话都说十个手指有长

短，何况车厘子，那肯定是有大有小了。我

们看到的“又大又红”，关键就在于选果

这一关。

如何选果，也是很有讲究的。车厘子从

山上基地运到山下后， 将被送入标准化无

菌生产车间进行挑选。车间里，每名工人都

按规定着装， 保证卫生， 指甲必须剪到

“秃”。 选果让他们练就了 “火眼金睛”

———车厘子个头太小，不能选；单个车厘子

重量没达到7克以上，不能选；车厘子没有

熟透、不大红，也不能选……一边工人在选

果，另一边工人开始计重，然后小心翼翼地

装箱、上车。

在这一过程中，成都商报买够网产品

经理高伟等人一直全程“监控”。“为了保

证市民吃到又大又红又甜的车厘子，工人

们都是精挑细选， 不放过任何一个次果，

也不放过任何一个裂果，直到忙到今天凌

晨2时许才装完车。”说起头一天的选果情

况，高伟昨日说。

工作人员在无菌车间选果 把选好的汶川车厘子装箱 每一箱车厘子都要在精确的电子秤上称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