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受今年第 18 号台风

“泰利”的影响，9 月 14 日至 15 日，

贵阳北站 8列高铁列车停售车票。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泰利” 将

于 9 月 14 日夜间到 15 日早晨在浙

江中北部一带沿海登陆， 也有可能

于 15 日在浙江近海北上，然后转向

东北方向移去。“泰利”有可能成为

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

受此影响，9 月 14 日至 15 日，

贵阳北站 8 列高铁列车停售车票，

具体为：

1.9 月 14 日停售的车次：G2304

次 （贵阳北—温州南）、G2308 次

（贵阳北—温州南）、G2306 次 （温

州南—贵阳北）、G2302 次 （温州

南—贵阳北）。

2.9月 15日停售的车次：G2306次

（温州南—贵阳北）、G2302次（温州

南—贵阳北）、G2332次（宁波东—贵

阳北）、G2362次（宁波东—贵阳北）。

铁路部门提醒， 停售车次最终

以车站公告或 12306 公布的信息为

准。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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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多鲜奶冰淇淋成市场新宠

贵州唯一的本土品牌，首创健康营养型产品

浓郁鲜奶，是好一多鲜

奶冰淇淋的身份证， 是市民

青睐好一多鲜奶冰淇淋的消

费体验， 是好一多鲜奶冰淇

淋占据市场的制胜法宝。 正

是依托于充足而优质的奶

源， 好一多首创了健康营养

型冰淇淋，并成为市场新宠。

8 月 15 日，清晨 6 点半，贵阳市

省府北街的好一多专卖店。

老板小刘笑呵呵地把 20件好一

多鲜奶、酸奶、巧克力冰淇淋放进冰

柜。 这 720支好一多冰淇淋，不到一

周的时间就可以售罄。

19 岁的李宇， 在武汉大学读大

一。 从小开始，李宇就是喝好一多鲜

奶长大的。 她的父母个子不算高，爸

爸身高 1米 64，妈妈身高 1米 55，但

李宇的个头已经到 1 米 65， 这在女

孩子中已算高个子。父母把女儿的高

个子成就， 归咎于天天喝好一多鲜

奶。 学习紧张的时候，李宇甚至一天

喝两份好一多鲜奶。

4年前， 小刘在省府北街出售好

一多冰淇淋，李宇一下子就喜欢上了

其中三款口感颇佳的冰淇淋， 李宇

说，好一多鲜奶冰淇淋，是她在武汉

时的乡愁。因此，一回到家，李宇就买

了很多好一多冰淇淋，放在家里的冰

箱，慢慢吃。

从 2013年夏天问世以来，省府北

街周边的街坊邻居，就对好一多冰淇

淋有了好感，觉得它和其他的冰淇淋

相比：“奶味足，好吃！ ”

这五个简单的汉字，道出了贵州

消费者对这个产品发自肺腑的喜欢。

秋老虎发威， 一支冰淇淋成了

不少人清凉解暑的最佳选择。

记者在大十字、 喷水池、 沙冲

路、三桥、大营坡等地的好一多专卖

店走访， 对前来选购好一多冰淇淋

的市民进行采访，不少市民坦言，一

到夏天，市面上的冰淇淋琳琅满目，

关于冰淇淋的广告也是铺天盖地，

不过， 这些冰淇淋良莠不

齐，不少吃起来是一大

股香精味。

赵宣女士从事医

疗工作，她告诉记者，虽说一些冰淇

淋加的是食用香精， 但是食用香精

加多了， 对人的神经系统会带来危

害，吃了过量的食用香精，会使人脾

气暴躁， 甚至会危害人类的生殖系

统， 同时多数具有潜在的致癌性等

等。

特别是部分劣质冰淇淋， 厂家

为控制低成本,保证有香气、足够甜、

色彩有诱惑力,调味、着色剂等使用

较多,而滥用食品添加剂也有安全隐

患。

在贵阳的冰淇淋市场上不难发

现，低端、多添加剂的冰淇淋充斥其

中，这类产品因价格便宜，在市场上

也较为走俏。

作为唯一本土品牌，好一多冰淇

淋正以其健康营养的姿态， 成为市

场新宠。 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

协会理事长朱念琳介绍， 冰淇淋中

蛋白质含量的国家标准是 2.2% ，而

好一多冰淇淋中蛋白质含量的达到

2.8% ，尤其是消费者广为喜欢的好一

多鲜奶冰淇淋， 鲜奶含量高达 80% 。

朱念琳认为， 好一多乳业以营养健

康型的鲜奶冰淇淋产品， 吹响进军

中国鲜奶冰淇淋市场的号角。

在冰淇淋市场的布局上，好一多

乳业秉承一贯的市场原则， 专注高

端鲜奶产品。 目前，市面上通常流通

的冰淇淋和其他冷饮产品， 一吨物

料成本只需要 1500元至 2000元，而

好一多的冰淇淋物料， 一吨成本就

需要一万元左右。

“这样的冰淇淋能不好吗？ ”朱

念琳说。

几年前，在贵阳举行的中国焙

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第一次理事

扩大会上， 参会专家就全国冷冻食

品行业和中国冰淇淋冷冻食品的设

备与原辅材料进行探讨， 大家一致

看好好一多冰淇淋的市场前景。

事实上，目前，贵阳市场上的好

一多冰淇淋，一直供不应求。 独一无

二的品质， 来源于好一多的优质奶

源。

万头核心良种牛群、 智能化的

生态牧场以及全产业链无缝延递安

全体系， 从根本上保证了好一多的

奶源质量。 而 24小时全程冷链快速

配送和严格的品控体系， 为好一多

进一步构建起了核心优势。 监测显

示,在好一多牧场里，连续 5 年布鲁

氏病、 结核病、 口蹄疫病全群零检

出，在抽检的生鲜奶中，三聚氰胺、

黄曲霉毒素、 重金属等 6 种有害物

质也是零检出。

2014 年，魏荣禄、曾寿瀛、王丁

棉、 王伟民等国内乳业界资深专家

对好一多进行专题考察， 并当场取

样检测， 发现好一多生鲜奶每 100

克蛋白质含量高达 3.6克。“不要说

是在贵州，即便在全国，生鲜奶的蛋

白质含量能达到这种水准的乳企，

也寥寥无几!” 专家们发出了这样的

感叹。

正是有好奶源， 才让每一支好

一多冰淇淋活色生香。

本报记者 田坚 文 /王弘扬 摄

“奶味足，好吃！ ”

首创健康营养型冰淇淋

好奶源为冰淇淋提供品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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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多冰

淇淋深受小朋友

喜爱

美味的好一多冰淇淋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贵州省高

速公路管理局获悉， 贵州省执行交

通部规定，从 10 月 1 日起，我省统

一实行高速公路小型客车免费通行

8天的政策。

据了解，今年中秋节、国庆节从

10 月 1 日开始放假至 10 月 8 日

（星期日），共 8 天。 连休 8 天意味

着 10月份只需要上 17天班。 因此，

高速免费时间从 10 月 1 日零时起

至 10 月 8 日 24 时。 免费时间以车

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

间为准。

工作人员提醒，免收小型客车

通行费期间，各收费站对小型客车

实行不发卡抬杆放行。9 月 30 日实

行发券通行。同时，工作人员建议，

ETC 用户尽量使用 ETC 车道通

行，避免造成收费站拥堵。

（本报记者 王芳）

国庆节、中秋节从10月1日开始放假至 10 月 8 日———

贵州高速路免费通行8天

受台风“泰利” 影响———

今明两日 贵阳8列高铁停开

有着 600 多年建筑历史的镇宁

县高荡村， 是贵州目前保存最为完

好的布依族村寨之一，“古物、古

桥、古堡，均以石筑建，被誉为贵州

布依文化“活化石” 。

作为今年安顺市重点开工项

目，按照“乡土文旅＋新农村” 的规

划，目前古寨依托地方资源、地域文

化和民族元素， 将高荡村建设成集

有机和观光农业、养生养老基地、特

色旅游食品、民族文化旅游、水上娱

乐等旅游综合体。

■本报记者 黄震 张志红

本报讯 9月 5日至 11 日，在日

本东京都町田市举行的 2017 年世

界残疾人羽毛球公开赛上， 贵州残

疾人羽毛球队 6 名队员代表国家队

参赛，勇夺 3金 1银 2铜。

据了解，羽毛球将于 2020 东京

残奥会首次列入比赛项目。 为了锻

炼队伍， 本届东京世界残疾人羽毛

球公开赛云集了各国优秀选手，共

有来自 29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200

名选手参赛。

我省来自六盘水市的女子选手

程和芳首先获得 SL4 级金牌， 接着

与来自贵阳的男运动员欧伟搭档争

夺混双 SL3—SU5级金牌。

我省另外一名女子选手、 来自

贵阳市的杨秋霞与印度选手搭档，

在 SL3—SU5 级女子双打比赛中，

以 2:0 的比分战胜德国和挪威选手

组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

（本报记者）

贵州残疾人羽毛球队勇夺三金

2017年世界残疾人羽毛球公开赛：

本报讯 杭瑞高速遵义市新蒲

新区三渡镇境内， 新增的收费站

目前施工已接近尾声， 预计国庆

前可开通。

据遵义市杭瑞高速交警大队

介绍， 三渡收费站位于杭瑞高速

公路新蒲新区三渡镇境内。 此前，

杭瑞高速公路在此路段并无出

口。 为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经相

关方面积极争取， 该收费站获有

关方面批复同意开建。

经施工方半年的紧张施工，

目前该收费站建设工程已接近尾

声，预计 9 月 27 日开通。 届时，前

往三渡镇及周边旅游的游客，不

必再从虾子收费站出站绕行 326

国道， 可直接从杭瑞高速公路三

渡收费站下站。

交警提示称，目前，三渡收费

站正在进行紧张有序的附属设施

施工，暂不能通行。 请广大驾驶员

朋友在行经该施工路段时， 小心

行驶。

（朱德高 本报记者 黄宝华）

杭瑞高速遵义段

将新添一收费站

三渡收费站预计国庆前开通

镇宁高荡古寨

打造旅游综合体

包含民族文化旅游、

水上娱乐等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