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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添两个国家级检测中心! 涉及服装和
水表等产品的检测! 我省这两个检测机构也
可在全国范围内抽检"

昨日!从省质监局传来消息!以省计量科
学研究院为依托筹建的国家水表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 近日顺利通过了国家质检总局专家
评审组的验收" 与此同时!另一家国家级的棉
花和纺织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也正在
积极筹建中"

省纺织产品检测中心副书记张宝琴表
示!建成后的服装纺织类国家级检测机构!可
以接受国家质检总局委托的检测任务! 在全
国范围内实施检测"

目前! 我省已经拥有国家质检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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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已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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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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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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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裕公司总经理周
洪江前日表示!只要相关葡萄酒企业承认#解
百纳$商标归张裕所有!一切问题都可以坐下
谈%否则!张裕将采取维权行动!促使同类葡萄
酒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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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下午!周洪江说!张裕希望各兄弟企
业理性看待#解百纳$的归属问题& 只要认可
#解百纳$归属张裕!一切都可以谈!什么都可
以谈!找到共同解决问题的办法& 具体内容比
较复杂! 比如

(

年的侵权行为是否可以一笔勾
销!比如达到条件是否可以进行商标许可授权
生产等内容&

按张裕的说法!他们试图通过权威机构和
有关兄弟企业进行沟通! 但他们等到的是

'

家
企业对商评委的联合起诉&长城'王朝'威龙等
国内葡萄酒厂商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状告商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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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裕成了企业告商评委的第三人!他们当
然不会束手待毙" 周洪江昨天说!如果兄弟企
业不认可这个商标归属并促使商标案继续升
级!张裕将采取维权行动" (我们会有步骤!稳
步地打击侵权行为!联合工商采取行动!包括
让这些产品从超市商场下架等!维权行动面向
全国!终端会到县级城市& $周洪江说!但他们
也会分类!有区别地进行&

对于下架的维权行为!也有法律方面的人
士提出质疑!认为在商标权属没有最终明确之
前!商评委作为准司法机构!其作出的裁定不
具有强制力& 在有些省份!已经出现了张裕促
使其他品牌(解百纳$下架的行为&

在郑州郑汴路与未来路路口东南角!

刚刚开业的华日家居占据了( 家居名品一
条街 $的领头位置 !最佳位置 '最富设计
感'营业面积最大'产品组合最全的几大
特点! 让华日家居在名品一条街非常突
出!每天在华日家居参观'选购的顾客络
绎不绝&

郑州华日家居拥有
)&&&

平方米的营
业面积!产品风格包括现代中式'现代简
约'北欧自然'美式经典'现代板式'个性
化家居用品等!为客户提供( 整体家居全
套服务$的全面选择& 现正进行( 酷热七
月 家居清凉价 $的活动 !推出多种特惠
产品'一元购家具以及抽奖活动等!如果
您有家居方面的需求! 可以到现场去参
观购买&

华日家居响亮地提出( 创意世界新生
活$的理念!为郑州追求品质生活的人们
打造全新生活方式'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
务& 通体黑色玻璃幕墙!银色商标!现代气
息十足成为华日家居区别于其他卖场的
特色& 内部的亮光祥云设计!营造出宽广
和轻松祥和的氛围& 中厅吊顶有点点蓝色
星光簇拥着一个硕大的华日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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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像进了主题创意公园&

据了解 ! 华日家居总部坐落于廊坊
经济技术开发区!有三十多年的专业实木
生产经验!是集生产'销售'科研开发为一
体的大型企业集团&华日家居曾获得国家
权威机构多项领域的最高认证荣誉)中国
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中国环境标志'国家
免检产品!连续十三年被国家家具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确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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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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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挺喜欢河南产( 常温微
波米饭$!一年多时间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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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传出消息!

由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向英国出口的
( 常温微波米饭$! 出口数量至今日已超过了
.&&&

吨& 这些米饭全部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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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0

份的小包
装!如果作为午餐的话!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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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吃上近
一年&

去年
1

月! 三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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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常温微波米
饭$顺利出口到英国!成了国内首次向英国出
口( 常温微波米饭$的企业& 这些用白色小托
盘密封的( 常温微波米饭$!携带起来非常方
便!常温下保质期可长达

.)

个月!食用时放在
微波炉里加热

$

分钟即可&

华日家居
推出( .元购$活动

白象谋求1年内做粉丝老大
投资1亿 建成后将成为国内最大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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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白象集团刚刚又做了一
个大动作&

3

月
.)

日!新郑市薛店镇!白象
集团巨资投入的( 天然食品项目$

正式奠基& 业界随之认为!这标志
着白象集团的发展战略已作出了
调整&

昨天!白象集团方面接受商报
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 ! 方便粉丝
已被集团列为方便面之外的拳头
产品 ! 并且 ( 白象有意和其他粉
丝 '米线等企业密切合作 !愿意被
收购更好$&

英国人爱吃河南米饭

白象集团的这个( 天然食品项目$

还没有正式公司名称&

昨天下午!该项目总经理刘艺对商
报记者说!这个项目总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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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总投
资
1

亿元!在白象集团的规划中!这一项
目建成投产后!年产值约

/&

亿元&

刘艺表示!不管从单个厂区还是生
产线!白象集团的这个项目都是全国最
大的!( 我们的设备是最贵的!工艺是最
先进的$&

刘艺说!目前在中国 !粉丝是一个
年产值数十亿元的市场 ! 并且还在以
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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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增长 !( 粉丝 !已
经被我们定位为集团今后的又一主打
产品& $

据介绍!在方便粉丝这一块!目前白
象集团已确定了几十个的规格产品!已确
定袋装的定价

$21

元! 桶装的定价
/21

元!走
的是中等偏上路线&

刘艺说!事实上早在
1

月份!白象集团
位于湖南的分公司已开始生产方便粉丝!

并进行了试销!( 效果很好!各个试销点都
脱销!供不应求$&

不过! 白象集团位于新郑的这个粉丝项

目!其原料却不是产自新郑本地!而是四川&

对此!刘艺表示!这是因为在粉丝这一
块!四川有种植的传统!品质更好!且种植面
积大已形成原料产业化&

昨天!商报记者获知 !就在当天 !白象
集团的一个团队正在开赴四川江油市的路
上! 一位与白象集团高层接近的人士就此
分析!白象集团有在四川建厂'并购相应企
业的打算&

( 在粉丝这块我们单独有
1

年规划!我
们的目标是业界老大& $刘艺说&

让白象集团如此志在必得的是! 他们
之前长达一年多的试验&( 不管是口味'包
装!还是地域'原料'米饼甄选等!我们一直
试验了一年多时间! 最近! 才最终确定下
来& 我们敢夸口说!我们的产品最营养'口
感也最好& $刘艺说&

据介绍!目前白象集团针对方便粉丝的
营销活动属于试销! 等新郑这一项目建成!

便将在全国推开!而这个新项目!( 今年底明
年初就能建成投产& $

刘艺表示! 目前白象集团在粉丝这一块
的发展空间没有什么阻力!也谈不上什么竞争
对手!( 我们有意和全国任何一个相关企业开
展多形式的合作!当然!愿意被收购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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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百纳风波追踪

张裕抛出( 先礼后兵$)

认了好商量 不认就( 打$你

先服个软!我就带你玩

河南又添两个国家级检测中心

可在全国范围内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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