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折耳根酸奶都组 CP出道了

单身狗的我，酸了！

@就谈个恋爱吧

消费者敢喝，好一多就敢做。

事实上，折耳根酸奶的诞生，与贵

州好一多始终践行的 “新鲜订

制”理念不谋而合。 以销定产，以

产定养，零退货，零库存。 贵州好

一多这种鲜明的企业做派， 正是

为了保证每一瓶鲜奶的极鲜和营

养。

从服装定制，到手机、珠宝定

制， 这些年，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有了更多个性化的需求。

6 月 1 日在贵州好一多官微上同

步上线的“新鲜订” 平台，正是为

了让消费者有一种更好的新鲜体

验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新鲜定

制”是订奶到户的升级版。 从此，

只要动动手指， 足不出户就能每

天喝到当天的品质鲜奶。 如果一

种产品喝腻了，没关系，可以换另

一种口味喝。如果出差在外，还可

以随时按下 “暂停键” ， 停喝几

天。

为了精心打造真正优质的高

端鲜奶， 贵州好一多从奶牛基地

的近万头新西兰奶牛中， 再精选

出 1000 头优质奶牛进行专属饲

养，并配置专门的营养配方，使其

原奶中更富含鲜活乳铁蛋白和活

性营养。 分群饲养、分仓挤奶、分

车配送，“贵之鲜” 系列产品真正

做到了“专属定制” ，这在贵州乃

至全国鲜奶市场上绝无仅有。

早在调试期间，好一多“新

鲜订” 平台就受到了消费者的青

睐。

在贵阳花果园一家互联网公

司工作的市民黄先为说， 他通过

好一多新鲜屋扫码进入了“新鲜

订” 平台，提前两天下单，每天清

晨鲜奶就送到家了。

“10 多款产品，随时可以更

换不同的口味。 ”黄先为说，和淘

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不一样，好

一多的“新鲜订” 有更多个性化

的服务，比如，消费者在休息天或

是不需要喝奶的时候， 可以在平

台上按下“暂停键” ，直到需要时

再恢复。

据悉，只要在“新鲜订” 平台

上订奶， 贵州好一多都将上门免

费安装奶箱。在全省范围内，一盒

鲜奶从牧场到入户，不会超过 24

小时，真正让消费者实现“领鲜

每一天” 。

特别值得一提的， 为了回馈

消费者，也为了响应贵州“促销

费百日行动” ， 贵州好一多破例

拿出了 50万元福利，将从 5月 30

日至 6 月 1 日，在“新鲜订” 平台

上进行大派送。

在我国乳业市场上， 常温奶占据了

7

0%

的市
场份额。 现在，这种局面正在逐

步改变。特别是近年来，巴氏鲜奶在国内

迅速崛起， 每年保持了 2

0%

以
上的增长

速度。在消费升级之下，广大消费者不再

满足于“有奶喝” ，喝安全奶，而是希望

“喝好奶” ，喝更营养的新鲜奶。 这在客

观上对国内乳企形成了倒逼势态。

19年来，贵州好一多始终专注于 24

小时从牧场到市场的鲜奶生产销售，更

乐见这样的局面。 作为国家级、省、市三

级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乳企，多年来，贵

州好一多始终立足于世界领先水平，高

起点、高标准布局乳业全产业链，为生产

国际高标准乳品奠定了坚实的奶源基础

和产业基础。19年来，贵州好一多以“领

鲜每一天” ，撑起了贵州乳业一片天，引

领着贵州鲜奶消费市场， 受到了消费者

的追捧和各级主管部门的肯定。

喝好奶就找好一多！ 之所以有这样

的底气， 是因为贵州好一多拥有核心的

竞争力。

2009年， 贵州好一多先后投入 3.5

亿元，引进 4000头新西兰纯种荷斯坦奶

牛， 在修文县建起了五星级标准的现代

化牧场。 如今，通过自繁自育，贵州好一

多已经拥有近万头存栏规模的良种核心

牛群，自有奶源优质而充足。

而这，为贵州好一多的“新鲜订制”

打下了坚实基础。

今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让国人意识到提高身体免疫力的重要

性。 一直奋战在抗击新冠疫情第一线的

钟南山院士和张文宏教授， 无一例外都

提到了喝牛奶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 无

论是“从小就爱喝牛奶”的钟南山，还是

提倡“不喝粥只喝奶”的张文宏，都对牛

奶情有独钟。但事实上，占全球发达国际

90

%

市
场份额的鲜奶， 才是消费者更好

的选择。

喝定制好奶就

找好一多

备受贵州人瞩目的折耳根酸奶就要来啦！ 日前， 贵州好一多官

宣，6 月 1 日，将正式上线三款新品，其中的折耳根酸奶是从一个“愚

人节玩笑”开始，由网友“定制”出来的。

与此同时，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贵州好一多将在官微上正式上

线“新鲜订”平台。 从此，贵州人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每天足不出户

喝到当天鲜奶。 届时， 由贵州好一多精心打造的高端定制奶 “贵之

鲜” 即将横空出世，这是贵州好一多主动引领消费迭代升级、积极抢

抓高质量发展契机的顺势之举、谋变之为。

为了响应贵州省“促销费百日行动” ，贵州好一多将拿出 50 万

元福利派送给消费者，力度前所未有。

4 月 1 日， 贵州好一多在官微上

给网友开了一个玩笑：重磅！好一多推

出折耳根酸奶……原本只是一个愚人

节玩笑，没想到网友不依不饶，纷纷喊

话好一多：“你敢做，我就敢喝！ ”

一看消费者呼声这么高， 贵州好

一多决定：安排！

甄选折耳根基地，不断调试口感，

好一多研发团队经过 20 多天的努力，

最终让这款酸奶从 “异想” 变成了

“现实” 。

4 月 25 日，一场由消费者代表参

与的“折耳根酸奶品鉴会” 在贵州好

一多举行。折耳根酸奶的横空出世，引

起了网友极大的兴趣。在新浪微博上，

“折耳根味酸奶” 话题的阅读量超过

了 2.2亿，一度冲上了热搜。

既然大家对折耳根酸奶这么情有

独钟，那么，贵州好一多索性拿出 10

万元，全网“悬赏” 外包装和广告语。

这下， 网上炸了。 “折耳根配酸奶都

行，你有什么不行？！”“一款让你咬牙

切齿的好奶！ ” ……短短几天时间，

1600 多条创意满满的设计作品、近千

条活蹦乱跳的创意文案， 向贵州好一

多奔涌而来。

以本土味连接本土情， 在互联网

的催化下， 折耳根酸奶还未出世就话

题满满、期待满满，俨然已经成了一款

炙手可热的网红酸奶。 根据消费者的

品鉴意见， 贵州好一多对折耳根酸奶

的口味不断优化，品质更加出众。经过

近两个月的研发打磨、 原料甄选，终

于， 折耳根酸奶将在 6 月 1 日正式推

出。

当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世界

牛奶日，届时，由贵州好一多精心打造

的高端定制奶“贵之鲜” 即将横空出

世 ， 而首款贵之鲜打造的定制酸

奶———折耳根酸奶， 贵州好一多不仅

仅要发布官方版， 还将同步推出几款

网友设计的珍藏纪念版。

想喝？ 上贵州好一多官微“新鲜

订” ， 一键定制自己喜欢的鲜奶和酸

奶。网友创意，企业造物。牛刀小试，初

获成功。

想足不出户喝当日鲜奶

就扫码上好一多“新鲜订”

↑好一多新鲜定制折耳根酸奶

6月 1日折耳根酸奶上市，快去好一多公众号抢 50万福利

网友“定制” 出

的折耳根酸奶上了

热搜

网友创意设计展示

热辣伴侣，这个夏天

陪着你！

@品牌创研设

恭喜“折耳根酸奶花样游泳队”

成功解锁！

@好像是三金啊

@贵州人

一种新体验：“新鲜定制” 每天送到家

一款网红：

一份底气：

好一多祝贺《贵阳晚报》创刊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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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多乳业

扫码定鲜奶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田坚 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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