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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外国媒体报道，新西兰牛

奶及奶制品被检测出含有低含量的

有毒物质双氰胺，目前新西兰政府已

经下令禁止含有双氰胺的奶类产品

销售和出口。这一消息一经传入国

内，便被媒体大量转载，并引发国内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中国作为新西兰乳制品最大的

出口市场，目前每年进口自新西兰的

乳制品占到了总进口婴幼儿奶粉的

40%左右。根据记者对海关数据的不
完全统计，仅 2012 年 1—12 月，中国
进口奶粉 57.29 万吨，进口额 19.27
亿美元，其中从新西兰进口 49.53万
吨，占总进口量的 86%以上。

另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包括明治、

雅培、美赞臣、惠氏等在内的多个一线

进口奶粉品牌均不同程度在使用新西

兰恒天然集团提供的原材料。除进口奶

粉品牌外，国内企业如伊利、蒙牛、雅士

利、澳优等也都曾与恒天然或新西兰其

他乳业企业有联系。除此之外，恒天然

集团在中国的餐饮服务上也“深有根

基”, 国内半数以上的大型连锁烘焙店
都选用其旗下的安佳乳品，甚至一些糖

果企业也会采用恒天然乳品。

2013 年 1 月发布公告称将投资
11亿元人民币在新西兰建厂，生产婴
幼儿配方奶粉成品及半成品的雅士

利国际，在双氰胺事件爆发以后股价

暴跌，一度大跌超过 15%。而另外一
家以新西兰为主要奶源基地的澳优

乳业则一直处于停牌状态。

由于国际上并没有双氰胺残留

的强制标准，且尚不清楚具体涉及的

企业和数量，因此该事件对整个乳制

品行业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

是一位新西兰奶粉代理商———新西

兰福瑞尔（Fortreal）婴儿配方奶粉中
国总经销市场部经理高卫向记者表

示，双氰胺残留物的报道已经不可避

免地使新西兰奶粉在国内的销售出

现下滑，短期来看，新西兰奶粉的销

售将或多或少受到影响，而新西兰企

业在中国的竞争对手欧美乳企或将

在这次事件中受益。

广州奶业协会会长王丁棉认为，

双氰胺事件短期将对消费者形成较

大心理冲击，导致如德国的喜宝、特

瑞芬，荷兰的美素等品牌奶粉市场份

额进一步扩大。

“经销商很紧张是正常的，但是

媒体放大了，误定性为‘毒奶粉’了。”

王丁棉称，“国内反应过激了。目前是

新西兰的产奶高峰期，国内进口商与

新西兰企业的订单基本都已签下。而

长期来看，中国乳业需要靠进口化解

国内原奶价格上涨压力。”

同市场、消费者相比，行业人士显

得更为理性。上海奶业行业协会副秘

书长曹明表示，根据目前掌握到的情

况来看，被检测出的双氰胺并非人为

恶意往奶制品中添加，这与此前三聚

氰胺事件的性质完全不同，而且经过

土地、草木、乳牛、牛奶的层层转化，含

量极少，对成人不会有太大影响。

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资深

乳业分析师宋亮表示，看乳制品是否

安全，更主要还是看一个国家的生产

监管体系是否完善，在这方面，新西

兰是值得信任的。他同时提醒，此事

也给中国消费者敲了个警钟，不要对

洋奶粉盲目崇拜，任何国家的奶粉都

没有绝对安全的。

“在一棵树上吊死，确实风险很

大。”王丁棉和宋亮均指出，目前中国

奶源进口市场中，新西兰奶源一家独

大存在较大风险。“一旦新西兰奶源出

现食品安全问题，对国内食品行业造

成的影响将致命。”专家建议，中国应

多渠道、多元化进口奶源，多发现和考

察更多优质奶源地，以降低风险。

新西兰奶粉被曝含双氰胺

本报记者 闻笛

“恒天然”引发国内乳业市场动荡 街库网再获两亿元资金注入

日前，街库在北京举办了“街库 2012年度年会暨价值评
估宴会”，正式向业界宣告 B轮融资再获两亿元资金注入。此
次宴会云集了湘鄂情、顺峰、俏江南、海底捞、湄洲东坡、唐宫

等几十家全国知名餐饮连锁商家代表，街库商业营销股份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潘求辉在发布会上发言：“街库立意于

整合营销与异业联盟，构建了由云数据库营销、品牌活动推

广、营销顾问式服务、网络营销所支撑的四大服务体系，街库

有信心成为商家最有价值的合作伙伴。”

中铁三局五公司鏖战郁江双线特大桥

不久前，南广铁路郁江双线特大桥主桥完工。这项杰作的

创造者就是中铁三局五公司南广项目部。全长 11.33公里的郁
江双线特大桥是南广铁路全线第一大重点控制性工程。郁江双

线特大桥主桥工程 2010年被铁道部确定为科研项目，2012年
初又顺利通过铁道部、山西省的鉴定，该项目获国家专利 10
项，省级工法 5项奖。
华泰宝利格 2012年销售完美收官

2012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双双再次刷新纪录，连续四年蝉
联世界第一。自主品牌中，宝利格实现了不俗的销售业绩。无

论是智汇版，还是智尊版都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作为华

泰汽车推出的首款中高端 SUV车型，宝利格是其十年专业
SUV造车经验的集大成者，在外观设计、制造工艺、动力性能
以及智能配置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太极宗师陈小旺九式太极拳在京发布

日前，由世界陈小旺太极拳总会、中国长城学会、中国

伍福精英会及新徽商联盟联合主办，中奥伍福投资集团承办的

太极智慧研讨暨陈小旺九式太极拳发布会在北京太申祥和山庄

举行。在会上，太极宗师陈小旺全面阐释与解读了太极与养

生、与哲学、与艺术的关联，还与太极拳友热切交流和探讨太

极拳的心得与修炼。陈小旺说，太极拳能让人“身心同治”。

招商银行开创复合型金融产品

近日，2013北京杭州企业商会及中企新春联谊会暨招商
银行授信 200亿元人民币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会上，北京杭
州企业商会、中企投资集团与招商银行正式成功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招商银行、北京杭州企业商会与中企投资集团共同

创新定制的银、会、企复合型金融产品———200亿元人民币综
合授信。招商银行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提出支持和帮助商会、企

业获得融资，助力商会、企业健康、快速的成长和发展。

春雪会计接受财政部调研并获肯定

1月 29日，财政部部长助理余蔚平、会计司司长杨敏、会计
司副司长欧阳宗书及北京市区财政局相关领导一行人等就代理

记账行业的现状及相关问题到北京春雪会计服务有限公司进行

实地考察调研。期间，财政部及市区相关领导在春雪会计董事长

苏春才、总裁朱雪萍的陪同下参观了春雪会计总部，并开展了针

对代理记账行业的专题研讨会。财政部部长助理余蔚平与大家

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同时对春雪会计取得的成绩进行了肯定。

公告

浙江联宜光控科技有限公司，经董事会议决定，决定

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

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特此公告。

联系人：楼先生、翁先生 电话：021-60890098

浙江联宜光控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3年 2月 5日

资讯

公司会展

“2013北京城里过大年”活动启动

历时 3 个月的“2012 北京购物
季”近日落下帷幕。新一轮 2013北京
新春促销活动———“2013北京城里过
大年”将全面启动。活动由三个板块

组成：一是精品年货展，包括各类年

货精品展，老字号商品、民俗商品和

各地特色商品等展销活动；二是购物

嘉年华，包括商场、超市、购物中心等

组织的节庆促销和商品促销活动；三

是团圆年夜饭，包括重点大中型餐饮

企业组织的美食节、团圆年夜饭等各

种美食促销活动。

纺织服装业绿色循环经济会议召开

近日，由国际节能环保协会、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

全国工商联纺织服装业商会及华银

联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召开的

“中国纺织服装业绿色循环经济高层

圆桌会议暨节能环保专项课题研讨

会”在北京开幕。华银联合公司董事

长施银焕表示，纺织服装业绿色产业

链的建设工作要从纺织原料、印染、

服装生产制作的全过程，到废旧服装

回收，循环再利用，把绿色理念和行

动贯穿到每一个环节。

华润雪花开展古建筑摄影大赛

近日，第五届雪花纯生·中国古

建筑摄影大赛在全国正式启动，并将

展开为期 4 个多月的拍摄及评奖活
动。与往届不同的是，今年首次开设

了“寻踪营造学社之路”大型主题外

拍活动。中国古建筑摄影大赛由华润

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与清华大

学建筑学院联合主办，历经四载，累

计参与关注人数高达几百万人次，参

赛作品有 34万幅之多。本届大赛除
了雪花古建筑官网之外，更携手新

浪、腾讯等网站征集作品。

“点色风华”花鸟画展在沪开幕

癸巳新春来临之际，《点色风

华———顾文彬、孙守之花鸟画作品展》

于 2月 3日在浦东图书馆隆重揭幕。
展览共展出生于浦东、长于浦东的两

位艺术家近年来创作的花鸟画作品 70
余件，这些作品既有中国画传统的笔

墨精神，又有自出机杼的艺术创造。顾

文彬，系中国工笔画学会理事、上海美

术家协会会员、上海书画院画师、浦东

新区美术家协会主席。孙守之，系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

员、浦东新区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

英利加入世界碳减排先锋项目

英利集团旗下英利绿色能源控

股有限公司与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1 月 29 日在河北保定联合
宣布，英利集团成为中国首家、同

时也是全球光伏领域首家加入世界

自然基金会碳减排先锋项目的企

业。英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苗连

生表示：“在英利，我们的使命是

生产老百姓用得起的绿色电力。同

时，我们的团队也努力降低能源消

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履行我们

的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

营养健康品牌设立五星健康指标

在日前举行的全国 2013 营养
健康春季消费节启动仪式上获悉，

目前中国白领家庭在膳食营养和个

人护理的认知与管理上，有较大的

需求缺口。全国 2013营养健康春季
消费节组委会主任、金币联盟首席

执行官孔雷表示：“2013 营养健康
春季消费节从维护公众的健康权益

出发，对所联合的营养健康品牌和

产品均设置严格的准入标准，确保

推荐给公众的是符合‘五星健康’指

标的品牌和产品。”

佰程旅行网投拍贺岁微电影《错过》

春节逐渐临近，“回家”与“亲

情”成为了现阶段的热门话题。恰此

时机，一部以亲情为主题的微电影

《错过》于 1月 24日正式上线。影片
通过展现一对母子的生活片段，反

映出当今社会群体忙于工作并无法

照顾父母的普遍现象，同时也完美

地展现出了母爱的伟大。该片由国

内领先的出境游服务平台佰程旅行

网斥资投拍，汇影盛视传媒拍摄制

作。旨在向全社会呼吁：不要等到错

过，才知父母的恩情无以回报！

茅台红钻牵手演艺界致力慈善事业

日前，茅台红钻酒明星慈善版

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红钻集团

董事长万宏伟博士、红钻集团执行

董事张家豪、红钻集团总裁王奇携

手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三大伟

人的特型演员出席活动。据了解，

“茅台红钻酒明星慈善版”由贵州茅

台酒厂 （集团） 保健酒业有限公司

生产，由茅台红钻酒发行管理中心

和红钻文化公司联合发行。据了解，

此次发行所得的部分款项将被捐赠

用于深圳市慈善会足球发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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