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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妈妈们一次次托人从海外带
回一罐罐奶粉，中国企业也开始将目光
投向国际市场。10月27日，新西兰咔哇
熊婴幼儿配方奶粉上市发布会在广州举
行。这是由新西兰著名婴幼儿配方奶粉
生产企业“新西兰咔哇熊乳业”生产的
高端奶粉，该乳企在今年9月被恒大收
购，是中国企业首次收购国外著名乳业
企业。

中超赛场强势亮相
恒大布局乳业市场

据报道显示，就在昨天的中超赛场
上，恒大就已借机强势推出咔哇熊品
牌，场内外观众目光所及的各个区域，
包括恒大球员的球衣、观众看台、出入
口、通道、现场LED大屏等，到处都能
看到咔哇熊婴幼奶粉的产品元素，形成

立体化传播全覆盖。
有业内人士表示，通过收购国外知

名乳业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中国
乳企发展产业，在中国建立自己乳业基
地的捷径。同时据此推测此次收购新西
兰咔哇熊乳业仅是恒大的第一步，后期
可能将在国内建设自己的乳业基地，打
造中国自己的乳业品牌。

奶源来自新西兰牧场
原罐原装进口保证品质
恒大新西兰咔哇熊乳业首席财务官

John Fernandez在 27日的发布会上表

示，新西兰生态环境非常好，全国地形

都非常适合以牧草为基础的牛奶生产，

有其他国家所无法相比的优势。而且，

一直以来，乳业是新西兰的国家命脉，

政府对牧场、奶源、乳品生产等管理和

控制极其严格。这些原因素成就了新西

兰在乳业上的国际口碑。

新西兰乳制品的过硬品质在今年实

施的中国进口乳品有关新规中得到了体

现。2014年5月1日起，中国全面实施对

进口乳品境外生产企业的注册管理，未

经注册的境外奶粉生产企业生产的婴幼

儿配方奶粉将不允许进口，仅有以新西

兰品牌为首的全球13国41家婴幼儿奶粉

生产企业获得首批注册，而咔哇熊则是

其中一家。

笔者从发布会获悉，来自新西兰的
咔哇熊奶粉为原罐原装进口。其所采用
的新西兰非环氧树脂涂抹技术的罐体，
其在运输环节上的全程监测，都将让咔
哇熊保持新西兰的高品质。

独创“一罐一码”安全可追溯
“三能”配方成特色
近年来，妈妈们都很关心奶粉安全

品质。对此，新西兰咔哇熊乳业有着多

重保障。

据了解，咔哇熊婴幼奶粉独创了

一种一罐一码生产视频追溯系统，通

过扫描奶粉罐上的二维码，可以得知

该罐奶粉的编号、序列号、产品批号

等详细而唯一的“身份信息”一目了

然，且在生产过程中还设立了如同飞

机“黑匣子”的生产视频追溯系统。

不仅如此，生产信息都保存三年，比

产品保质期还多一年。做到了真正的

“安全可追溯”。

除此以外，咔哇熊奶粉按国际权威

的CODEX配方标准生产。CODEX标准

是全球最权威的食品标准。营养学专家

表示，此标准基于营养学理论，更基于

儿童发育的临床研究。另外，咔哇熊奶

粉的智能、体能、视能“三能”配方，

可促进婴幼儿智能、体能、视能的发

展，是其一大特色。

高标准高品质
咔哇熊婴幼奶粉获认定
咔哇熊乳业是新西兰著名的婴幼儿

配方奶粉生产企业，它的先进技术，包括

了一系列对奶粉各生产环节的严格管

控。资料显示，咔哇熊奶粉是澳大利亚及

新西兰最大跨国制药集团GMP的制药

级标准生产，通过多项严苛检测。通过其

独创的一罐一码生产视频追溯系统，可以

了解每一罐奶粉的整个生产过程中的16

个关键环节。包括温度、湿度在内的产品

核心信息构成了系统性“大数据”。

笔者发现，每罐咔哇熊奶粉印有被

授权的银蕨标志。银蕨是新西兰国花，

象征着新西兰形象。银蕨标志是新西兰
对高品质产品的认定标志，代表着生产
环节符合国际和新西兰国家标准。咔哇
熊奶粉罐体上印有银蕨标志，认证了该
产品的产地正宗，真正Made In New-
Zealand，即在新西兰当地原装生产。同
时也表明咔哇熊奶粉是能代表新西兰形
象的高品质产品，因此才能获得官方认
可和授权，获准使用该标志。

此外，官方资料显示，咔哇熊奶粉
还获得新西兰总理John Key的高度评
价，称其代表国家信誉，并在参观生产
线时在奶粉罐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咔哇
熊的品质再获高度认可。

（张悦）

恒大强势推出奶粉品牌“咔哇熊”
奶源来自新西兰天然牧场

本报海口10月 27日讯 （记者孙
慧）“这几天菜价涨得好快，有些蔬菜一
天涨了1元钱！”今天上午，在海口市西
门市场买菜的李小姐说。记者今天走访
海口部分农贸市场发现，受持续强降雨
天气影响，海口部分蔬菜价格上涨，涨幅
约在0.5元至1元之间。

记者走访春源农贸市场、振兴农贸
市场了解到，受降雨和低温影响，海口市
区蔬菜上市量有所下降，价格小幅上
升。其中，菠菜现价4元/斤，上涨0.5
元；生菜现价2元/斤，上涨0.5元；菜心
现价5元/斤，上涨1元。而胡萝卜、白
萝卜、土豆等部分蔬菜价格比较稳定。

据海口南北蔬菜批发市场有关负责
人介绍，海口市正积极组织经营户从内
地调运蔬菜，以应对天气变化对蔬菜价
格造成的影响。他分析，如果阴雨天气
持续，蔬菜价格估计会继续上涨，但出现

“高价菜”的情况微乎其微。

强降雨推高海口部分菜价

叶菜每斤普涨
5毛至1元

本报嘉积10月27日电（记者蔡
倩）今天，琼海降雨减弱，记者在该市
受灾最为严重的塔洋镇看到，村民房
屋内灌水现象已经消失，部分农田积
水逐渐退去。但龙寿洋内大部分农田
依然被泡，数十个村庄出行仍有困难。

“虽然地里还被水泡着，但昨天灌
进屋里的水已经退得差不多了。”塔洋
镇福寨村村民陈阿婆告诉记者，出村
的村道还有小腿深的积水，出入比较
不方便，但村干部送来的物资比较充

裕，村民有信心坚持到积水完全退去。
龙寿洋中仍有大片农田存在积水

现象，据当地村民介绍，被淹农田的面
积超过百亩，往日碧色连天的农田、苍
翠挺拔的槟榔林，以及贯穿田野的阡
陌绿道都一片泥泞。农田里已经种下
的草莓、辣椒、玉米和各类蔬菜种苗被
完全淹毁或出现烂根，需要进行补种
补苗。礼都村村民阿霞告诉记者，水
退后会有农技中心服务人员前来分发
种苗、指导帮助补种工作。

部分农田积水消退

琼海村民谋划补种冬季瓜菜
本报万城10月27日电（记者苏庆

明 特约记者陈循静 通讯员黄良策）本
次水灾给万宁市农业种植造成不小损
失。对于这一情况，万宁市农业局将采
取多种措施帮助农民进行恢复，确保冬
种计划按量完成。

“因为受到水浸，50万棵种苗中大
部分都坏了。”东澳镇东润瓜菜种苗种植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吴育东说。这里培育
的种苗有冬瓜、西瓜、黄瓜等。得知这一
情况后，今天上午，万宁市农业局负责人

带领技术人员前来，指导农户保种恢复。
农业局副局长李可文介绍，今年万

宁计划冬种面积为16.8万亩，目前已完
成备地7万亩。由于受灾，合计种植面
积达6万亩的椒类和苦瓜中共有2.8万
亩受损，对于全面完成目标影响较大。
目前，对于根部遭受损失的种苗，农业
局已派技术人员对农民进行叶面施肥
等技术指导，并将拿出一部分冬种预备
金，与种苗培育机构联系，帮助农民尽
早下种。

2.8万亩椒类和苦瓜受损

万宁将帮农民补种冬季瓜菜

本报文城10月27日电（记者刘笑
非 通讯员潘高）连下数日的雨终于停
了，文昌也迎来了数日来的第一个艳阳
天。“雨停了，得赶紧开工啦！”受困于连
日的阴雨，文昌市翁田镇内六村的重建
进程一直断断续续，看到太阳出来，村
民小组长王康生赶紧招呼工人们开
工。不过，让王康生紧抓进度的还有另
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村子里修缮好的房
屋在此次暴雨中没有丝毫损伤和漏雨。

“暴雨持续了好几天，我们不仅担心
帐篷坚持不住，还担心修缮好的瓦房能
否经受住这样的考验。”王康生告诉记
者，由于大部分新房还未完工，仍有部分
村民住在帐篷中，阴雨连绵数日，几乎每
天都是篷外大雨、篷内小雨。但在新工
艺修缮的瓦房里，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
屋外大雨滂沱，屋内干燥如初，丝毫没有
漏雨的迹象。“要说以前的瓦房，我都不
敢保证不漏雨，但这新工艺就是好，板子

一盖，一滴水也别想进来！”虽然是玩笑
话，但也看得出村民对新瓦房的信心。

“大家都等着新房嘞，历经过‘海
鸥’和暴雨，新房子这两次考试都可以
算是满分了！”王康生说。

但在王康生看来，新房的喜悦还不足
以冲淡内六村的愁云，刚刚下苗的辣椒，
还没来得及插上竹签，就被暴雨全部泡
坏。“全村的辣椒苗差不多泡坏了一半，本
来收入就不多，这下又得花钱再买种子，

还有可能错过蔬菜旺季。”王康生说。
与内六村情况相似的，还有公坡镇

的五一村。在台风海鸥来袭前，五一村
连夜转移辣椒苗的事情，一时成为十里
八乡的美谈。但没想到，在台风中幸存
下来的辣椒苗，却在此次暴雨中全部被
泡坏。“将近700亩辣椒，全都泡坏啦！
真叫人心痛，”五一村委会主任周经绩
的语气里，满是失望，“预计明年初的辣
椒，肯定要推迟上市了，能不能卖个好

价钱不说，光是每亩辣椒的损失，就超
过1000元，这对还在重建中的村子来
说，可不是小数目。”周经绩表示，村里
的房子修好了，本来还沉浸在喜悦中，
一场大雨，又让村民们脸上愁云密布。

而随着天气的放晴，记者也在五一
村看到，村民们还是投入到了抢种当
中，经历几次灾害，坚强的村民没有被
打垮，他们的信心犹如今天露头的太
阳，支撑他们继续重建。

连日暴雨，文昌翁田灾区村民新房经受住考验，但农业蒙受损失

大雨滂沱,多少瓜菜泡水里

本报万城10月27日电（记者苏
庆明 特约记者陈循静）“惨啊！永范花
海这下真的成海了！”连日降雨致使万
宁市个别地区积水成灾，万城镇永范村
尤为严重，其千亩花园旅游项目（“永范
花海”）被淹成一片汪洋，遭受毁灭性打
击，初步估算损失达800万元。

记者今天下午驱车赶往永范发
现，前后两条进村道路皆被水淹，一般
车辆无法通行；其中从邻近的后塘村
进入的道路水位相对不高，但也只有
农用拖拉机可以通过。

徒步进村后记者看到，昔日绚烂的
花儿已经没了踪影。“花海”所在的地方
完全被水淹没，水位至少有2米高，浩
淼的水面十分“壮观”。洪水不仅淹没
了地势较低的“花海”，也淹没了地势较
高的周边木栈道和休闲广场。除此以
外，个别电线杆也在水力冲击下倾斜，
配套项目羊栏咖啡屋也受损严重。

“这么多花一下就没了，全方位受
损！”村民们哭诉。万宁今年建成的这
一乡村旅游“百花园”示范点在开业后
极受欢迎，国庆期间曾迎来上万游客，
但如今“卖点”尽失。目前，灾后重建
方案正在商讨中。永范花海栈道被水淹没。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本报万城10月27日电（记者苏庆明 特约
记者陈循静 通讯员黎希茨）“如果不是他们，我儿
子肯定没命了！”10月26日上午，万宁市后安镇
发生惊险一幕，当地龙田村一位村民不慎被洪流
卷进河中，漂流200米后被附近村庄干部群众发
现，被救回一命。

白石村是与龙田村邻近的村庄，水面宽达80
米的白石河先后流经龙田和白石。由于连日降
雨，河流水位由平时的3米多上涨至5米，与桥面
齐平，且有大量水浮莲堆积。10月26日10时30
分左右，白石村支书陈亚强正在村口的白石桥上
指挥挖掘机清理水浮莲。

村干部陈云平经过这里时，听到微弱的呻吟
声。“水里有人！”他对陈亚强说。陈亚强便招来文
在波、文天生、文献荣等村民过来准备救援。

同时，陈云平踩着密密的水浮莲，深一脚浅一
脚下水找人。他高呼“你在哪里”“举起手来”，但
没有回应。他继续往河中心前行，终于在离桥50
米远的地方发现了龙田村村民阿乐。原来，阿乐
被水浮莲托着，并被周边的水浮莲挡住。

由于阿乐体重太重，文在波、文献荣2人也下
水，拿绳子将其系住，并和陈云平一同将其托离水
面，与岸上村民合力拖拉上岸。在雨中，这一过程
持续了约10分钟。经了解，阿乐是龙田村人，有
轻度智力障碍，不知何时被卷入河中，已漂离本村
约200米，所幸身体并无大碍。

万宁后安镇惊险一幕

村民随河漂走
干群联手救起

本报椰林10月27日电（记者程范淦 通讯
员李威）连续几天暴雨袭击，随时出现险情。今天
上午，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一居民不慎被坍塌
的大桥掩埋，出现生命危险。陵水公安消防大队
及时派出救援队伍救援，及时救出了遇险者。

今天上午9时45分，陵水公安消防中队值班室
接到群众报警称：县城椰林大桥桥基处发生坍塌，有
一个人被埋压。接到命令后，消防中队立即由副指
导员陈奕旭带领1辆抢险救援车、2辆水罐消防车及
13名指战员赶赴现场进行处置。大队全勤指挥部副
大队长钟业辉和参谋张伟也随即赶赴现场。

9时51分，消防官兵到达现场，经过侦察和
询问知情人以及现场人员得知：由于近段时间持
续下雨，引起土质松软，导致大桥桥基坍塌，一名
群众被埋压，并且无法自行脱困。陈奕旭介绍，经
过仔细侦查，发现埋压在被困者上方都是钢筋水
泥板，救援空间狭小，营救难度大，并有二次坍塌
的危险。

9时57分，在消防中队官兵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被困者终于被成功救出，120急救车迅速送往医院
救治。据悉，被困者目前已经没有生命危险。

陵水大桥桥基坍塌
一人被掩埋
消防官兵出警成功援救

万宁“永范花海”不幸成汪洋
初步估算损失达800万元

消防官兵将被困者成功救出抬上担架。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李威 摄

农业恢复

爱心救援

本报海口10月 27日讯 （记者刘
贡 通讯员杨文瑞 李凡）连续3天强降
水，本省多个市县出现内涝。省气象台
预计本周海南岛东半部地区的强降水仍
将持续，但到本月底全省降雨将停止。

据统计，10月 20 日 8时-27 日 8
时，全岛共有25个乡镇雨量超过400毫
米，10个乡镇雨量超过500毫米，3个乡
镇雨量超过600毫米，最大为万宁万城
镇663.1毫米。

预计，10月28日，受偏东气流影响，
本岛东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
大暴雨；中部和北部地区有大雨、局部暴
雨；西部和南部地区多云有小阵雨。29
日-11月1日白天，受偏东气流影响，全
岛多云，东部、中部和南部的局部地区有
阵雨，其中29日东部的局部地区雨量可
达大雨。1日夜间-2日白天，受冷空气
影响，全岛多云间阴天，五指山以北地区
有分散阵雨，气温小幅下降。全岛一周
最低气温20-23℃，最高气温28-31℃。

海洋方面，11月1日夜间-2日，受
冷空气影响，各预报海区风力5-7级。

雨水渐少 月末即止

今日东部仍有大暴雨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