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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笑脸!天真可爱的孩子!

温情的目光""近日# 洛阳杜康控
股与中牟县法军酒行携手#启动$ 捐
资助学回馈社会# 弘扬和谐杜康文
化%活动&

活动中# 杜康控股共对中牟县
$%

位贫困学生现场捐助
$

万元#让孩
子们感受到杜康控股和谐的文化氛
围# 并对正常的学习生活提供有力
帮助&

杜康控股营销总经理吴书青表
示# 作为酒类知名品牌企业及中国
白酒源头# 杜康控股有义务关注民
生#举办慈善活动&

吴书青说#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
社会各界的帮助和关爱#根在社会#

捐资助学活动就是回报社会! 感恩
社会的一项举动#今后#杜康还要推
出更多的类似的活动# 以帮助更多
的贫困家庭和失学儿童# 让受助者
感受到社会温暖和大众关怀&

据了解#此次义捐后#杜康控股
还将组织关爱团体走进学校# 将实
际情况反应给相关部门# 随时关注
贫困学生上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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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迪橄榄油广告征集大赛决战开锣

现金大奖#由你来定
选出你最喜欢的橄榄油广告语

你知道什么是可以吃的护肤
品吗' 你知道什么是可以抹的食用
油吗' 它就是被誉为$ 液体黄金%的
橄榄油&

自河南商报
""

月
$

日
&%'

版刊
出欧亚迪橄榄油征集广告语活动
后#应者如云&目前#经过初赛#

$%

条作品顺利入围#但最终的金奖和
(

名优秀奖#将由读者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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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事可乐落户郑州

$ 明年#喝河南产的百事可乐( %

想不想喝咱们本地产的百事
可乐' 近日#从百事可乐传来消息)

百事可乐落户郑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 #

#%)*

年年底可以喝上河南产
的百事可乐&

业内人士分析#百事可乐落户
郑州#不仅是百事集团投资中国进
入新阶段#同时也为中原经济发展
注入新动力#将推动河南食品加工
业快速发展&

**

月
**

日#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
*+

大街沉
浸在一片蓝色激情海洋中&全球最大的食品和饮
料公司之一百事集团落户郑州#举行奠基庆典仪
式#庆祝百事集团在中国第

$,

家灌装厂的成立&

据郑州百事饮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汤连茂介
绍#郑州百事新厂占地面积

-

万平方米#拥有
,

条
现代化的生产线# 是百事公司在中国首家一次

建成即配置碳酸饮料和非碳酸饮料生产线的联合
工厂&新厂年产碳酸饮料

(

万吨及非碳酸饮料
(.+

万
吨#主要生产百事可乐!纯果乐果汁等品牌饮料&

新厂将按照美国
/001

认证标准来设计和建设#在
厂区可持续发展!水能效!能源保护及材料与来源
方面将有卓越表现#预计在

$2**

年年底全省的消费
者可以喝上本地产的百事可乐&

$ 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 河南得天独厚的地
缘优势和资源优势# 将为百事集团的中原战略
乃至全国!全球战略提供强劲动力( %郑州市副
市长王跃华在郑州百事新厂奠基仪式上说#百
事可乐落户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标志着又一
家全球

+3%

强企业落户郑州&

百事可乐落户郑州# 从与郑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洽谈到项目落地历时

4

年& 汤连茂说#郑州拥有
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地缘优势和投资环境#近
年来创造了惊人的发展速度#已成为带动中部崛

起的重要组成部分& 郑州百事新厂建成后#将以人
为本#以可持续发展为要求#提倡低碳环保!节能减
排& 不但可以满足中原市场快速增长的需求#更可
以将目前全球最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品牌理念推广
到中原地区#全力支持和推动中原地区经济的腾飞&

业内人士分析#作为全球
+%%

强企业之一的百
事可乐落户郑州# 不仅是百事集团在中国投资进
入一个新的历程# 同时也为中原地区经济的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推动河南食品加工业的快
速发展& !河南商报记者 李赟昱"

""

月
""

日上午#郑州市任寨北街
福晶园蛋糕房前热闹非凡& 来$ 捡便
宜%的市民排了十几米长的队伍&

此次装修以银白色为主色调 #

明亮!干净&$ 老店重装之后#

5%6

的
产品升级# 目前产品不低于

"%%

种#

而且更加注重健康和时尚& %福晶园
总经理刘群立介绍&

活动期间多数新品# 如无糖杏
仁酥!脆口巧克力!烧烤三明治!匈
牙利培根和丹麦系列等# 都有大幅
优惠# 还有充值卡等优惠活动& 另
外#据透露#今后任寨北街福晶园每
天都将有一款特价产品# 价格将比
平时优惠三分之一&

!? ? ? ? ?(23+

福晶园老店重修
更优惠(

一口咬下# 嘴中充满了乳酪的
浓郁滋味#爽口松软#让人回味无穷
的乳酪烧*外酥!内筋# 淡淡的咸!

淡淡的甜# 怎么吃也不会腻的华尔
兹""

在河南三色鸽的直营店内 #柜
台内陈列了十多种新推出的产品#

很多喜欢吃西点的人都在仔细地品
尝和挑选#有酥酥的!焦焦的法式芝
士片#柔滑!细腻的北海道#浓郁麦
香味的黑麦吐司#低糖的超棉吐司#

内有乳酪!红豆的千层酥等&

据河南三色鸽公司的负责人
介绍# 此次产品升级综合了营养!

健康和口感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
乳酪酥的原料则是采用新西兰进
口乳酪#南瓜吐司是用新鲜的南瓜
泥做成的# 既保证产品的质量#同
时口感也要好&

在产品升级的同时#

""

月
"-

日至
$4

日#三色鸽对新推出的产品还将
有购买即有赠送的优惠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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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淘吧
,

三色鸽产品升级
更美味(

杜康捐资助学
回馈社会

自
""

月
$

日#河南商报
&%'

版刊出郑
州欧亚迪橄榄油征集广告语的活动#电话
铃声不断&消息发出仅

+

天#就有来自全国
$%

多个省市的读者发来
,%%%

多条作品#

直到评选过程中#还陆续有邮件发来&

$ 没想到这次征集效果这么好#能
征集到

,%%%

多件作品&以前我们也请策
划公司设计过广告语#但一直没有合适
的#这次效果真的出乎预料&%欧亚迪橄
榄油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春山说&

$ 随着健康理念的升级# 人们对橄
榄油的需求增加#举办这次有奖征集广
告语的活动#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
了橄榄油& %李春山介绍&

很多读者打来电话咨询怎么选购
橄榄油#也有少数读者透露购买经验&

胡女士在电话中称#自己使用橄榄
油已经好多年了#通常用来烹饪和美容
护肤& 好的橄榄油橙黄带绿#多用深色
玻璃瓶装#酸度越低越好& 酸度是指每
一百克油脂中自由脂肪酸所占的比例#

酸度过高容易氧化# 从而导致油脂酸
败#不可食用& 大多数特级初榨的橄榄
油酸度在

%.,

至
%.-

之间&

$ 怀孕的时候听说抹橄榄油能防止
妊娠纹#从那时候起就用橄榄油& 特级
初榨橄榄油最好&纯正橄榄油其实没有
特级初榨橄榄油纯#特级初榨多用物理
方法压榨#绿色健康& %赵女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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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初赛#

$%

多条作品从
,%%%

多条作品
中脱颖而出#顺利入围& 但最终的金奖和优秀
奖将由读者投票选出& 得票最多的为金奖#将
获得

4(((

元现金大奖*按票数多少#依次选出
(

名优秀奖#将得到价值
-%%

元的礼品& 参与投
票的读者#也有机会赢得精美礼品一份&

快快选出你最喜欢的广告语吧# 选出
"

名
金奖和

(

名优秀奖#将它们的编号- 注明金奖或
优秀奖. 发送到电子邮箱)

789:9;:<*$5.=>?

#

也可登录
@@@A97B8C:@.=>?

投票&

²³@*=¯°R´>j

."_`aBC$wxyz{|}~

0"��z{w��xy���BC$�_`a

2"�z{w�xyw��_`a

3"��8��wJK8�����BC$�

_`a

+"�T�EJK�w�T�E�W$���

_`aBC$

4"HIz{x�w}~��JK���_`

aBC$

5"��_`awz{�xy

6"_`aBC$w��Exyz{�$

7"z{]&w�$�������_`aBC$

.,"�������xw�$���&���_`a

BC$

.."$G�UwJK�����_`aBC$

.0" z�¡wz{¢����_`aBC$

.2"£�¤¥q0w¦§q]z{���_`

aBC$

.3"_`aw�¨©&ª�$

.+"«¬�w«&®���_`aBC$

.4"_`aBC$w¯�z{w°�xy

.5" H)± z²x³E|�´���_`a

BC$

.6"��µ¶wx³ z���_`aBC$

.7"·¸¹�ºw�z{�$���_`aBC

$

0,"x³�z{w»¼½s}���_`a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