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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德宝纯牛奶介绍

德国拜仁州
青少年足球队
指定牛奶供应商



喜德宝品牌的故事

德国喜德宝(德文名称sternenfair)品牌是德国MVS Milchvermarktungs-GmbH 旗下的

乳制品品牌。 MVS Milchvermarktungs-GmbH是德国拜仁州、巴登符腾堡州、北莱茵

威斯特法伦州和黑森州的奶源直供联盟。所有的联盟成员世代从事着当地优质奶源的供应，

有些成员有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所有成员都是小规模的家庭牧场，每个家庭牧场有些成员有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所有成员都是小规模的家庭牧场，每个家庭牧场

拥有平均30公倾的私有土地，平均每个牧场养殖25~30头奶牛。我们坚信幸福的牛产优

质的奶，因此我们不仅采用天然绿色的养殖方法进行奶牛养殖，同时我们保证每头奶牛都

享有足够的绿色牧养空间。我们的天然牧场获得了德国”Bee Friendly”的认证，所有牧场

均使用传统的天然养殖方式，因此牛奶不含任何转基因技术、抗生素、防腐剂、添加剂，

并得到了德国LACON GmbH认证机构的“非转基因绿色食品”的官方认证。喜德宝

（Sternenfair）目前在德国绿色食品超市REWE ，TEGELMANN零售。我们很高兴将喜德

宝（Sternenfair）推荐给中国的消费者，做为德国奶源直供品牌，我们能够确保您和您孩

子饮用与我们德国当地客户同款同品质的牛奶。

德国MVS Milchvermarktungs-GmbH 公司为了高效透明的让中国消费者享用同款德国

产品，联合连云港恩禾贸易有限公司在中国市场进口并分销其乳制品。
德国拜仁州奶源



天然牧场

德国实行土地私有制 因此在德国存在很多的家庭牧场 牧场主拥有大面积林地或者山地 部分家庭牧场都有着动辄上百德国实行土地私有制，因此在德国存在很多的家庭牧场。牧场主拥有大面积林地或者山地，部分家庭牧场都有着动辄上百

年的历史。由于土地私有，因此每个家庭牧场的牧场主可以决定自己牧场的经营路线和经营理念以及养殖规模。而所有喜

德宝的奶源牧场均为天然养殖牧场，我们坚信“幸福的牛产优质的奶”，因此我们不仅使用天然草料喂养我们的奶牛，而

且所有奶牛均为散养并保证每头奶牛充分的自然活动空间。



喜德宝天然纯牛奶

喜德宝天然纯牛奶产品分为全脂纯牛奶，和低脂纯牛奶两种。产品营养参数如下：

项目 每100毫升 NRV%
能量 211千焦 3%

项目 每100毫升 NRV%
能量 284千焦 3%

蛋白质 克 蛋白质 3.5克 6%

脂肪 1.9克 3%

——饱和脂肪 1.3克 7%

碳水化合物 4 8克 2%

蛋白质 3.4克 6%

脂肪 3.9克 7%

——饱和脂肪 2.7克 14%

碳水化合物 4 8克 2% 碳水化合物 4.8克 2%

——糖 4.8克

膳食纤维 0克 0%

钠 50毫克 3%

碳水化合物 4.8克 2%

——糖 4.8克

膳食纤维 0克 0%

钠 50毫克 3%

钙 124毫克 16%

每100毫升喜德宝低脂纯牛奶含:

钙 124毫克 16%

每100毫升喜德宝全脂纯牛奶含:
欧美加3 (Omega-3)      15毫克

共轭亚油酸 (CLA)        13毫克

欧美加3 (Omega-3)      31毫克

共轭亚油酸 (CLA)     27毫克



天然牧场

德国天然牧场认证标识

喜德宝的天然牧场中不仅奶牛是在天然的环境中成长，牧场本身都

需要符合Beefriendly 认证要求。也就是说每个牧场都是有益野生蜜

蜂生存的天然牧场，牧场中不允许使用任何有害自然的化学物质或

人工合成物质,牧场中的花草通过野生蜜蜂自然受粉,因此牧场能生长

出天然的牧草，同时也有益于野生自然环境的保护。



绿色非转基因食品

喜德宝纯牛奶凭借天然牧场散养以及优质牧草喂养的养殖方式，成为德国当地广大消费者欢迎的高品质绿色食品。每一瓶

喜德宝纯牛奶从奶源到成品都经过德国绿色食品认证中心LACON GMBH的天然绿色非转基因食品的认证，并在每一瓶原

转 食

装进口的喜德宝纯牛奶瓶身上印有德国天然绿色非转基因食品标识。这也是德国当地重要绿色食品认证标识。我们的牛奶

来自天然奶源，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或抗生素，不仅符合欧盟和德国食品和乳制品的相关规定，而且也满足德国各大

高端绿色食品超市的内部要求。

德国非转基因绿色食品标识

德国天然绿色牧场标识

德国非转基因绿色食品证书



奶脂3.8%和奶脂1.8%

全脂纯牛奶-奶脂3,8%
不是所有的牛奶都是3,8%

脂肪是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牛奶脂肪易于消化吸收，这对婴幼儿和青少年身体发育很有好处。喜德宝纯牛奶含有丰富的脂肪是人体的 要 成部分 牛奶脂肪易于消化吸收 对婴幼儿和青少年身体发育很有好处 喜德 牛奶含有丰富的

天然奶脂，这是人体每日所需的重要营养物质，绝对不可缺少。特别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和青少年以及身处妊娠期和哺

乳期的女士非常重要。喜德宝全脂纯牛奶的奶脂达到3.8%，而为生产这样的纯牛奶就需要使用奶脂达到4,1%高品质源奶。

因此喜德宝纯牛奶非常适合8个月以上处在生长发育阶段的婴幼儿和青少年以及妊娠期和哺乳期的女士饮用。同时也非常

适合高强度脑力工作者饮用。适合高强度脑力工作者饮用。

由于我们的源奶来源于天然的德国牧场，每头奶牛不仅使用天然的牧草作为饲料，更重要的是我们尽力为奶牛打造纯自然

的生活环境。我们牧场中的每头奶牛日产牛奶仅25公斤左右，远远低于工业化养殖奶牛每头50公斤的平均日产奶量，但

喜德宝每升纯牛奶所富含的营养物质却远远高于普通牛奶，这也是喜德宝引以为傲的地方之一。



牛奶富含天然OMEGA3和CLA         

由于喜德宝牧场采用天然牧草喂养，而天然牧草中含有丰富的Omega 3以及 CLA （共轭亚油酸）。因此喜德宝牛奶全脂

牛奶每100毫升富含31毫克的Omega 3和27毫克的CLA （共轭亚油酸）；低脂牛奶每100毫升富含15毫克的Omega 3
和13毫克的CLA （共轭亚油酸），远高于工业化养殖的普通牛奶。也因此喜德宝纯牛奶更加适合8个月以上处在生长发育

阶段的婴幼儿和青少年以及妊娠期和哺乳期的女士饮用，另外也非常适合高强度脑力工作者饮用。阶段的婴幼儿和青少年以及妊娠期和哺乳期的女士饮用，另外也非常适合高强度脑力工作者饮用。

Omega 3脂肪酸对于胎儿、婴儿、幼儿及随后的儿童期的发育和健康，以及妈妈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都会起到良好效果。

为了促进胎儿大脑及视神经的良好发育，在整个怀孕期，特别是孕晚期补充足够的OMEGA3是非常必要的。

CLA （共轭亚油酸）有强化并提升免疫系统的能力，抑制肿瘤生长，预防癌症；防治糖尿病；预防动脉硬化、心血管疾

病；并具有减肥的功效。



天然高钙牛奶

喜德宝纯牛奶 富含钙喜德宝纯牛奶-富含钙
每100毫升喜德宝纯牛奶含钙高达124毫克

喜德宝天然纯牛奶每100毫升含钙124毫克，每100毫升喜德宝牛奶
富含人体每日所需钙元素的16%。而部分添加的高钙奶含量仅为每
100毫升含钙120毫克。

钙是人体每日所需的一种矿物元素，是人体成长，构成骨骼和牙齿
的重要元素。钙也是成长期的婴幼儿以及发育期的青少年重要的营
养物质。同时也是妊娠期的母亲以及胎儿重点补充的物质。



奶源追踪

德国是乳制品加 和消德国是乳制品加工和消

费的大国，但仅有部分

德国生产的牛奶采用德

国本土奶源。喜德宝不

仅采用德 国本国奶源，

并且实行当地奶源就近

加工，这样大大缩短了

源奶运输时间，使我们

的牛奶更加新鲜。喜德

宝的奶源仅来源于我们

的直供联盟成员牧场。

每个牧场联盟成员均符

合喜德宝对天然非转基

因牧场的要求，并由认

证机构LACON GmbH 
每年针对所有的牧场成

员进行官方审核。



奶源追踪

每一瓶喜德宝的牛奶在瓶身上都印有清晰的奶源地，并且每一个奶源地都是符合德国严格的国家标准以及喜德宝的评审标

准 客户可以了解到自己所喝的每 瓶牛奶来自哪 个德国的联邦州 而且喜德宝将自己所有源奶的牧场名称以及牧场地准。客户可以了解到自己所喝的每一瓶牛奶来自哪一个德国的联邦州。而且喜德宝将自己所有源奶的牧场名称以及牧场地

址均公布在官方网站上www.enhefood.com。目前所有销往中国的牛奶均来自德国拜仁州的天然牧场，消费者可以通过

中文网站了解各个牧场的更多信息。



天然牛奶保质期一年

喜德宝采用目前欧洲最先进的瑞士利乐峰®无菌包装（Tetra Brik® Aseptic Edge），目前仅供给欧洲市场，中国尚无销

售 包装专为保鲜牛奶设计 包装材质是由纸 铝 塑组成的六层复合纸包装(不包括印刷层) 材质安全环保 虽然包装售。包装专为保鲜牛奶设计。包装材质是由纸、铝、塑组成的六层复合纸包装(不包括印刷层) ，材质安全环保，虽然包装

材料价格远高于其他包装，但能够有效阻隔空气和光线，并且防潮防尘保鲜。而这些正是容易让牛奶变质的杀手。也因此

是喜德宝牛奶能够达到1年。

利乐峰®无菌包装（Tetra Brik® Aseptic Edge）本身不仅结合设计优势最大程度节省资源，而且融入多处贴心设计，倾

斜顶面搭配大尺寸开 的设计 开盖更为容易 并且无需将包装高高拿起就可轻松平缓倾倒斜顶面搭配大尺寸开口的设计，开盖更为容易，并且无需将包装高高拿起就可轻松平缓倾倒。

原装德国利乐包装标识

倾斜顶面搭配大尺寸开口六层复合纸包装

环保包装材料标识



天然牛奶保质期一年

喜德宝采用欧洲先进的牛奶加工工艺和设备，以及包装技术和材料，因此不需要任何的人工添加，天然鲜奶保鲜1年时间。

首先奶牛在每个牧场经由自动吸奶器取得生牛乳后直接存储在牧场内的低温储存器内。牛奶贮存在-0.6℃至0 ℃之间的低

温环境，由于鲜奶的冰点在0.6 ℃以下，这样的低温环境可以避免鲜奶结冰，同时使得细菌在0 ℃以下的环境无法生存和

繁殖。每天天然牧场产出的鲜奶会经由专门的冷藏运输车送往牛奶加工厂。同样在运输过程中，牛奶的存储环境也保持在

-0.6℃至0 ℃之间。源奶传送过程均通过无菌管道传送，并随车完成采样。

牧场源奶低温储藏设施 全程冷链运输牧场源奶低温储藏设施 全程冷链运输



天然牛奶保质期一年

喜德宝的生牛乳到达加工厂后经由无菌管道直接输送入工厂。到达工厂后的牛奶仅做高温杀菌消毒处理后直接真空灌装入

包装 因此喜德宝纯牛奶从获取源奶到包装成品均保持在低温状态 我们的天然非转基因牛奶配合全程冷链和高温杀菌处包装。因此喜德宝纯牛奶从获取源奶到包装成品均保持在低温状态。我们的天然非转基因牛奶配合全程冷链和高温杀菌处

理工艺以及最先进的包装，因此能够达到保质期1年的要求。



德国超市同步上市

喜德宝是目前唯一与德国多家高档绿色食品超市REWE, TENGELMANN,V-MARKT等同款同步销售,所有的分销点公布在

德国官网上 通过TETRA PAK的德国序列号 产品的13位欧盟物品编码都可以追溯本品与德国超市同款同步销售的相关信德国官网上.通过TETRA PAK的德国序列号,产品的13位欧盟物品编码都可以追溯本品与德国超市同款同步销售的相关信

息. 使中国消费者不出国门能购买到真正同步正品的德国品牌牛奶。



德国超市同步上市



德国超市同步上市



德国超市同步上市

喜德宝是德国拜仁青少年足球队指定牛奶供应商，喜德宝纯牛奶伴随未来德国足球明星一同成长。



德国超市同步上市

喜德宝参加欧洲各个地区的绿色食品展会 并积极扩大自己的销售市场喜德宝参加欧洲各个地区的绿色食品展会，并积极扩大自己的销售市场。

Food & Life Munich 展会

Fürstenfelder Gesundheitstage 2014展会



喜德宝天然牧场

喜德宝在德国拥有众多的天然牧场 所有中国消费者所引用的喜德宝牛奶都是来自德国拜仁州的天然牧场 平均每个牧场喜德宝在德国拥有众多的天然牧场，所有中国消费者所引用的喜德宝牛奶都是来自德国拜仁州的天然牧场。平均每个牧场
占地30公顷，每个牧场养殖奶牛数量在30头左右。Boecker家庭牧场就是这些牧场中的一个。



喜德宝天然牧场

Boecker家庭牧场位于德国拜仁州Rimsting。牧场距今已经1000多年的历史。这个牧场不仅坚持天然绿色的运营理念，
时 名的度同时也是当地知名的度假胜地。



喜德宝天然牧场



喜德宝天然牧场

Ob i 家庭牧场也是喜德宝天然牧场中的 个 牧场位于 德国拜仁州 Fi hb h 牧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54年Obermaier家庭牧场也是喜德宝天然牧场中的一个。牧场位于 德国拜仁州 Fischbachau。牧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54年，
距今已经460多年的历史了。牧场占地共15公顷，并且养殖了15头奶牛。



喜德宝天然牧场



喜德宝天然牧场



喜德宝天然牧场

Z h f家庭牧场位于德国拜仁州 F d f 牧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5年 距今已经将近50多年历史 牧场占地Zottnerhof家庭牧场位于德国拜仁州 Frasdorf 。牧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5年，距今已经将近50多年历史。牧场占地
共27公顷，并且养殖了30头奶牛。



喜德宝天然牧场



喜德宝天然牧场



喜德宝天然纯牛奶

如您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并且希望了解更多关于喜德宝的信息，欢迎通过以
下联系方式与我们沟通 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将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帮助

连云港恩禾贸易有限公司

下联系方式与我们沟通。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将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帮助。

连云港恩禾贸易有限公司
电话： 0518  - 81086987
邮箱：info@enhefood com邮箱：info@enhefood.com
网址：www.enhefood.com

谢谢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