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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中，读者们还意外收到
了金罐加多宝带来的“福利”，当
大家对着金罐扫描二维码时，意
外体验了一把“摇一摇送金包”
活动,将购物券、打车券等收入
自己囊中。

这只是加多宝进军移动互
联网战略的一个缩影，每个金罐
都是一个移动互联网的入口。

据介绍，站在“移动互联网+”的
风口，金罐加多宝将以自身的产
品为入口，把消费者和便捷的生
活服务建立联结。用户扫描金
罐加多宝罐身二维码进入“淘金
行动”，即可摇一摇抢“金包”，享
受几大移动互联网企业为加多
宝用户提供的独“加”优惠，还有
加多宝提供的总价值超过百万

的黄金大礼。用户每次领取金
包后还能分享朋友圈赠送好友，
传递“朋友是金”的美好情谊。

“金罐加多宝正以‘金彩生
活圈’为阵地，以移动互联网为

‘云’，以金罐加多宝为‘端’，开
创‘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云端
未来’。”加多宝集团相关人员
说。

30位读者现场见证加多宝金标准
“探访加多宝河南自营种植基地”活动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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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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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陇海路兴华北街现房 1万
平可分割注册 13525515567
●经三路纬四路南100米路东

一二楼 1200m213937166607
●7000m2 郑州市框架楼房出租

仅限养老行业 13598875180

●禹州市政府对面，繁华商业

地段 1-12层 1.7万平物业对

外招租（综合酒店、银行、

餐饮等与酒店相配套的行业）

13526834307
●丰产路政六街一二层旺铺

560m2整租分租 18937183983
●中青大厦招租整层半层精装

省委东隔壁 18203621726

●金水路●地铁口●喜来登

全新精装●美盛中心写字楼

招租：0371-87086666
●花园路纬五路西一层临街

商铺 300m213703841004
●中州大道与国基路交叉口办

公展厅商铺出租 13676994629
●未来路商城路 1-2 层 1300
平方现房招租 13903710321
●东风南路商都路附近有20亩
空地出租电话 13803999790
●郑州航空港区9700平米整院

出租，人流大，方便停车，

电话：56592666 17839957000

●农业东路与地德街东200米
纯一层门面250m215516187086

房地产

●转全产权厂房 18538709728
●急售周口旺铺 18625883344
●整院 2640m2售 18137181911

出租仓库厂院

●郑州桥北厂房 9000m2（有行

车、空地）出租 18838231328

●黄河路南阳路北100米路东仓

库办公楼出租 6000m2可分租

15225069305、18137110515
●●厂房库房出租15713870691
●江山路钢构院 13903850826
●龙湖厂仓20000m215838021635
●郭店仓库厂房出租，共计

15000m2可分租 15565666666
●中牟厂房出租13213190932
●古荥厂房出租13633835869
●北郊标准厂仓13673661085
●钢构厂仓出租13803857155
●市郊工厂 17 亩有证租售

6500m2可分租 13603715983

●四环郑密路2500m2车间办公

楼土地证水电全13938507112
上街厂房出售
工业用地 28 亩、车间 11000
平方整体出售 17703825160

求购求租

●求购5亩左右临路有手续地

块非诚勿扰李 15225163263
●求购手续全驾校1352661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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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汽车租赁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13、15、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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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寻人
●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让饭店酒吧●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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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窗口

●厂存棉袜6角清13676905591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满意月嫂育婴保姆63882177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鸿基梦家政●全国连锁

86111371●63521082

●我爱我家家政保洁66662288
●友邦防水诚天下15638880669
●居家易家政55555561专业保洁

招 商

●广通快递招商 15514539133
●0.3%实时到账pos18603715350
●编气球也能发大财，廊坊沐

瀛手编气球玩偶、庆典气球

装饰培训收徒 400-044-4561
QQ:570862714www.cqgz8.com

●银联商务 POS金融平台招

县市合作 ，18768861058 温

●大型会所保龄球室内高尔夫

等寻合作伙伴 18134710888
●美食城招小吃 18003853808
●全峰快递加盟 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 13783595572
北京二锅头

散酒坊 400-006-1163

转 让

●营业中（涮）火锅店转让，

生意旺，地址：东风路省中

医院对面1800m2 15936252882
●转让天猫店 18539269707

家电维修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厂家专移修收空调66669222

电脑维修

●汇科维修20元上门63556955

软件网站

●电商专家咨询 18939210288
●网站软件APP定制53395926
●300全套建网站13598809660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P2P、商城开发 15738386668
●淘宝网店装修 13607662008
● 398起建网站 15981824310

让饭店酒吧

●●位佳饭店转让15713870697
●国基路花园路 510 平营业

饭店可空转 13073778335
●文化路火锅店 15837159550
●兴旺进行中涮锅店转让，

东风路与政七街交叉口东

南角680m213939010022苏
●东区九百平饭店低价急转

有充值额近20万15938760078
●饭店450平低转15037142220
●政通路 200m2 13598005851

公 告

●开普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注

册号：411000000028996 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本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望债权人在本

公告登记 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兴昶泰实业有限公司，注册

号：411000000028961 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本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望债权人在本

公告登记 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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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材料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建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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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建筑设计 15238618651
●效果图、施工图 13253679815

□记者 张朝 文 李康 摄影

核心提示 | 啥叫原材料的“金标准”？啥叫源头的高品
质？参观过后，读者心中有了答案。5月16日，加多宝组织
的“探访中草药种植基地”活动圆满落幕，30位读者分别走进
地头、车间、培育室，带着好奇而去，满载称赞而归，亲眼见证
了金罐加多宝一脉相承的正宗品质。

“金银花究竟怎么长的”、
“基地种植的金银花有何不
同”……带着疑问，30位读者坐
上开往加多宝河南自营种植基
地的大巴车。经过一个多小时
车程，读者一行抵达长葛市南
席镇大王庄村的加多宝中草药
自营种植基地。

“总算见到金银花树了，基
地如此大，管理能如此规范！”
读者表示。

随后，大家“满载”采摘的

金银花，又分别参观了基地车
间、种源培育室，可谓每到一处
均发出阵阵称赞声。

如果说车间是高规格，种
源培育室便是高科技。加多宝
建立种源培育室，就是以金品
质为出发点，以筛选、培育优良
种源为目的。培育室采取田间
选育方法，对田间性状表现优
异的单株进行标记，全程跟踪
其农艺指标变化，从源头保障
加多宝的金品质。

据介绍，加多宝严格选取本
草基地，构建了“公司+基地+农
户”合作种植和定向采购的全新
模式，为从源头管控产品质量安
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加多宝集团相继在山
东、广东、福建、河南等 10 个

省建立本草原料种植基地，统
一管理，形成密闭式、一体化
的绿色原料供应体系，大大提
升了原料种植生产的科技含
量。这在中国饮料行业中，特
别在凉茶产业中，独一无二。”
参观时，加多宝企业相关负责

人说。
在原料质量的把控上，加多

宝从供应链的源头上确保了生
产原料的安全性，通过“金标准”
体系战略布局，保证到达消费市
场的每一罐金罐加多宝都是高
品质的正宗凉茶。参观丨地头、车间、培育室，称赞声接连不断

参观的读者，来自全省多
个市地，有带孩子的三口之家，
有中年夫妇，还有大学生。

参观后，该基地的正规、天
然、良好环境，以及高标准的采
摘、烘干等流程，更是深入人心。

读者杨建文说，一直喝的是
正宗品质的加多宝凉茶，此次不
仅了解到金银花的生长、采摘等
过程，更是看到每株金银花原料
背后的严格标准及品质保证，也
看到了加多宝为消费者提供高

品质正宗凉茶所做出的努力与
坚持，让人感觉到选择它绝没
错。

“金罐加多宝现看起来更有
品质更上档次，在购买时，我更
愿选择金罐加多宝。”杨建文说。

读者丨长见识同时，更见证加多宝在原料背后的努力

公司丨从原料的“金标准”开始，保证每罐的高品质

惊喜丨加多宝开启移动互联网战略，打造金彩生活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