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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消费

莫高葡萄酒

位于淄博路南王家村北沿
街，主营亚洲最大葡萄园生产的
莫高冰葡萄酒、黑比诺干红葡萄
酒。莫高冰葡萄酒酸甜兼备，醇香
滑润；黑比诺干红有丰富莓类香
气，单宁柔和。

中茶普洱

位于日照市文登路四季花园
南区沿街，是经中粮中茶公司批
准签约的“中茶普洱”华北总经
销，专营中茶普洱等中粮产品，盛
世中茶，惠泽天下，欢迎订购加
盟。

老龙湾茶业

位于北京南路257号市农业
银行对面，天造地化，生态老龙
湾，纯手工炒制有机无公害日照
绿茶、红茶，荣获《2013年激光雷
迪尔级帆船世界锦标赛指定用
茶》，现日照老龙湾茶全面上市，
全场茶叶8折优惠。

卡斯特洋酒行

位于胶州路新营中学西路
北，主营张裕干红、解百纳，原装
进口法国卡斯特，长城君顶葡萄
酒，拉菲，木桐世界五大酒庄酒，
泸州老窖铁盒头曲、红瓷头曲、六
年陈头曲，洋河蓝色经典，五粮
液，茅台，水井坊，汾酒青花瓷，金
剑南，国窖1573，舍得，口子窖，扳
倒井，趵突泉，五莲原浆，尧王醇，
景阳春等。

枣木杠酒

位于正阳路与兴海路交汇处
南100米路东，主要品牌有枣木杠
和大山特。枣木杠是以自制枣酵
母对枣体发酵生产的一种水果型
白酒，风味独特、枣香浓郁、 营
养丰富，国内独家生产，有“一滴
枣木杠，十年留余香”之美誉。

古井贡酒专卖店

位于北京北路锦华大厦一
楼，古井贡酒金九银十回馈消费
者，凡喜宴用酒均买一赠一，古井
贡各种品牌均有销售。

同发参茸

位于正阳路95号，主营红参、
生晒白参、西洋参、高丽参、纯梅
花鹿茸血片、鹿鞭、鹿胎、鹿心血、
冬虫夏草、藏红花、干蛤蟆、纯蛤
蟆油、野生秋木耳、天麻、灵芝、野
生榛蘑菇、猴头菇、养生山参酒、
鹿鞭酒、蓝莓酒、各种山参礼品
盒、各种泡酒料等，良心保证，源
自天然，质优价廉。

泸州老窖专卖店

位于海曲中路27号交警直属
大队对过，主营泸州老窖系列产
品，直接与厂家合作，为厂家一级
代理商。该店还可承接团购用酒、
单位定制酒，提供针对性服务，团
购优惠最低可至五折。

金福华烟酒

位于黄海一路苏宁电器对
过，是一家专业经营中高档烟酒，
礼品业务连锁企业，连续多年被
省烟草公司评为泰山品牌明星
店，“优秀卷烟加盟店”。与多家烟
酒签订长期购销合同。店内商品
一律低价，更有大奖等你拿。

洋河蓝色经典

日照和天下经贸有限公司为
洋河酒日照总代理，位于海曲中
路许家楼长虹大厦沿街，主营洋
河系列酒，包括普曲、特曲、美人
泉、青瓷，高端酒海之蓝、天之蓝、
梦之蓝。该店开展婚宴、家宴等多
种宴会用酒买一赠一活动，还可
承接团购业务，优惠多多。

该店二楼经营真丝制品，品
种多样化，女士围巾、真丝毛毯、
真丝被、真丝睡衣系列，一应俱
全。持本报进店购买真丝制品可
享受九折优惠。

大米原浆酒

位于海曲中路与艳阳路交汇
处往东100米路北，是冰峪庄园大
米原浆酒日照总代理。绿色大米
加山泉水酿造的米香型白酒，健
康、美味，令人一尝钟情，此生不
渝。可提供婚宴、企事业单位团购
用酒，凭本报一律8折优惠。

金露香萱茶酒行

位于济南路阳光花园北沿
街，主营高中档茶、酒，现店内主
推金露香萱茶品系列，原料选于
有国家认证的有机茶园，由来自
台湾阿里山制茶技术团队统一制
作，店内还有纯正台湾高山茶。即
日起商品团购可享受八折优惠。

中粮名庄荟葡萄酒

位于济南路安泰荣域世嘉10

号商铺，主营中粮产品及中粮代
理原装进口国外葡萄酒，悉心甄
选国内最优质葡萄酒和世界各地
名庄美酒。该店二楼有专门的品
酒区，为会员提供免费储酒、品鉴
服务。

大红袍

位于济南路安泰荣域世嘉沿
街，主营大红袍、正山小种红茶、

冻顶乌龙等各品牌名茶。产品除
具保健功能外，还突出表现在防
癌症、降血脂、抗衰老等特殊功
效。

M-tea我的茶

位于女人世界一楼入口处，
主营奶茶、原生态果汁等饮品，奶
茶均采用雀巢优选全脂鲜牛奶，
优选台湾新鲜水果，珍珠选用优
质木薯粉，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
专业隔热环保纸杯和来自韩国的
白砂糖。持本报到店可享受指定
款五折优惠。

日照寳真国际名酒城

寳真产品定位原瓶进口红
酒 ,其产品款数、经营面积是目
前日照市最大的一家 ,产品满足
了中高端、男女群体等不同层
次消费者的需求。现推出特惠
活动，雷吉蒙零售价 1 3 8元，现
团购特价5箱以上80元，梵蒂雅
零售价 1 9 8元，现团购 5箱以上
148元，更多优惠店内咨询。

贵州茅台习将军酒

位于日照北路与望海路交汇
处西10米路北，习将军酒系列是
茅台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精心
打造的兼香型白酒，分为福将、少
将、中将、大将、老将等系列。

丝绸茶莊

位 于 威 海 路 新 营 小 学 南
300米路西，推出湖南安化怡清
源品牌黑茶、禅洱、茯茶。黑茶
对 降 低 尿 酸 浓 度 有 很 好 的 功
效；茯茶有减肥、降血脂、降血
糖的功效。丝绸茶庄还经营实
木茶盘、名牌茶具、高档紫砂
壶、绿茶、武夷山红茶。

宝源茶行

位于兖州路与山东路路口
南 1 0 0 米 路 东 ，主 营 北 将 春绿
茶、红茶，特色黑茶，具有补充
膳食营养、助消化、抗辐射、抗
癌防癌、助醒酒、减肥、延缓衰
老、降胆固醇等功效。该店拥有
自家茶园，茶叶自采、自炒、自
包装、自销售。凡进店买茶叶满
500元，送茶具一套。

南风茶行

位于淄博路与枣庄路交汇
处路南，店名取自《诗经》，南风
来 自 南 方 不 同 地 区 的 地 方 乐
章，心无止境、闻达天下。主要
经营紫砂壶、紫砂茶宠等紫砂
制品、茶具，同时经营金峻眉、
云南滇红、宜红、台湾乌龙茶、
日照绿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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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隆烧烤海鲜大排档

主营特色分割羊腿肉，岚山
大碗鱼，锡纸系列，盱眙龙虾，各
种麻辣小海鲜，本地特色菜，各种
野生海鲜等，配备标准房间，优惠
活动订购中。

小蛤蜊海鲜平价店

主营海鲜烧烤、各种渔家宴、
海鲜宴、农家菜，海鲜日照最低
价，环境优美，有超大停车场，同
时可停放上百辆大巴。

小秦烤串儿

炒菜采用纯花生油烹制，日
照龙鳞万点金，特色烤全鱼可选
龙鳞鱼、鲈鱼、鲅鱼、高眼等海产
品，鲢鱼、草鱼、鲫鱼等淡水鱼，直
接用炭火烤制，香味入肉。另有烤
猪蹄，色香味俱全，大串鲜羊肉，
实惠有嚼劲，活动期间，菜品7 . 8

折。

大山平价海鲜烧烤

大山平价海鲜烧烤黄海三路
店是继海滨四路店后，又创立的
一家平价海鲜烧烤店。大山历经
十余年发展创新，已经成为日照
烧烤的品牌。坚持使用纯羊肉，保
证活海鲜，与金锣、惠发、得利斯
等上级大品牌供应链建立良好的
长期合作关系。每月有新品，每季
出特色！羊蝎子锅、十三香手抓龙
虾、干锅鸭头、香辣蟹、蒜蓉生蚝、
疯狂烤翅、麻香涮肚等已深得消
费者的认可！配备75吋超大液晶电
视，150吋高清投影，立体声音响效
果。本月新上火山石烤海鲜,凡持
本报或手机拍照者均可享受5折

优惠！

味之源海鲜烧烤

主营泡串(生牛里脊)韩式烤、
拌棒棒鱼、特色大盘海鲜、大串烤
肉、自制手工水饺、手工面条等。
海鲜为自家渔船打捞的活海鲜，
实惠新鲜，凡在该店消费菜品、烧
烤满100元，送啤酒2瓶。

新锦州烧烤海鲜

锦州烧烤师傅多年炭烧手
艺，自制多种炭烧蔬菜，特色锡纸
猪心、锡纸鲫鱼、锡纸烧鸽子以及
各种活海鲜，纯羊肉小串1元一串，
海参、鲍鱼、龙虾以及贝类等海鲜
种类齐全，百姓价位，高贵不贵。

百味海鲜烧烤城

厨师均为东北原班人马，地
道东北特色菜，东北特色锡纸烧
甲鱼、烧土豆、金针菇、月牙骨、铁
板牛蛙、鲫鱼、烧牛蛋等，更有炭
火小羊排、小羊腿等供您品尝。持
本报来本店用餐赠送特色海鲜和
精美小菜一份。

通达烤羊腿

烤羊腿是蒙古人和北方人招
待宾客的一道佳肴名菜，是从烤
全羊演变而来。整羊最好吃的部
位是羊腿，单独烘烤的羊腿比烤
整羊的时间快，而且味道更鲜美，
食用也更方便，色美、外焦、内嫩、
干酥不腻。通达烤羊腿经秘腌、秘
料，在特制炉具中生烤而成，再用
刀、叉餐具现场自助切成薄片，蘸
上秘制的调料食用，滋味鲜美、香
醇，回味悠长，老少皆宜。通达烤
羊腿致力于用绿色、生态、健康的

美食，为父老乡亲的健康长寿尽
份力。

哈尔滨烧烤活海鲜

是一家韩式烧烤店，主营韩
式铁板烤肉，烤羊腿，自制蘸料，
搭配烤肉味道鲜美，充分体验自
己烧烤的乐趣，另有韩式炒菜、拌
菜等，消费满100元返30元代金券。

长征平价海鲜烧烤

主营特色烤鱼，生烤羊排，大
块肉，香辣虾，香辣蟹，麻辣小龙
虾，海鲜齐全，该店承诺采用纯正
本地小山羊，海鲜特价优惠活动
进行中。

关家大院

特邀东北名厨主理，做地道
东北农家菜、大锅炖，在此体验农
家生活，特邀东北二人转歌舞演
艺每晚19:00-22:00。海鲜由码头直
供，可自带海鲜加工，只收取2-5元
加工费，晚餐啤酒买一赠一。吃蛤
蝲、哈啤酒、看演出就到关家大
院。

第五季海鲜烧烤

特色有功夫烤鱼、烤童子鸡、
烤活鱼、麻辣龙虾等，在该店消费
满200元可享9折优惠，满300元享
8 . 5折优惠。

老街海鲜烧烤

店内有纯正莒县山羊肉，纯
花生油炒菜，主营特色香辣蟹、酱
香螺、生吃海参、鲍鱼捞饭、梭子
蟹等，持本报进店消费男士送啤
酒、女士送饮料，来者有份，欢迎
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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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鲜花坊

位于昭阳路建行北26米，主
要经营花卉精品、鲜花制作等，
店内鲜花种类繁多，新鲜包装，
可提供鲜花预定、专业插花、送
花服务，让您以极低的价格，获
得最想要的花束，让幸福把你紧
紧包围。

如意鲜花

位于望海路中医院斜对过，
主营鲜花制作，婚庆、会议、庆典
用花，每天提供最新鲜的货源，
保质保量，提供鲜花预订、送花
服务。现该店每天推出3个特价
花篮。

梦云花艺

位于新市区泰安路国际大
厦对过，主要提供生日送花、爱
情送花、结婚纪念送花等鲜花速
递服务，同时经营开业花篮、商
务鲜花等。即日起，持本报进店
消费满100元立减30元或买5束
鲜花送同等价位的鲜花一束。

格艺鲜花

位于昭阳路立京饺子城北
邻，主要经营花卉精品、鲜花制
作、婚车装饰、婚礼策划等，提供
鲜花预定、送花服务。专业的插
花技师，让您在花的世界里，做
你所想，追求至上。

本报“逛街”版，免费为商家刊
登各种优惠信息，只要您有精彩的
商品，愿意为日照的读者提供特
惠，都欢迎您联系我们！

主持人电话：
辛周伦18663392811
王在辉18663054680

《逛街》QQ群：321168665
微博：@齐鲁晚报今日日照新浪官

方微博
微信：点击“朋友们”→“添加朋友”

→“搜号码”，输入qlwbjrrz搜索即可，或
扫描二维码。

梦云鲜花店的老板正在为顾客包装花束。

迪士尼

Mickey House位于王府大
街南段，致力不断为顾客提供
新颖的迪士尼授权正版产品，
专攻个人时尚消费品：装饰性
家具用品、家庭产品、礼品系
列、文具和软性软性玩具。该店
不断提供有价值的产品以满足
年轻一代对美、时尚和个性的
追求，欢迎惠顾！

兰蔻皮草行

让品质不在奢侈，让生活
充满时尚，王府大街兰蔻皮草
行主营品牌兰蔻、阿玛尼、香奈
儿，男女皮装、皮草、水貂等。皮
草新款上市，厂家直销，0利润推
广，价格最低。凡在该店购买的
皮衣终生免费保养。

暖倍儿

十月妈咪品牌入驻王府大
街暖倍儿专卖店，根据妇女孕
期的生理、心理特点，以新型的
面料、时尚的款式，加上精良的
工艺、专业的制作，开发出合适
各季穿着的孕妇时装及内衣系
列，填补了孕期妇女美扮自我
的缺憾。

图图童鞋

位于海曲中路利华商业街
一楼1B-31，主营图图、卡努、猛
虎等品牌童鞋，图图童鞋是少
儿乒乓球指定用鞋，中国质量
500强，童鞋行业十大品牌。为惠
顾新老顾客，现店内图图童鞋
全场4 . 5折，欢迎选购。

棋棋童装

位于海滨二路海滨商贸中
心1楼南门B-1-11，主营韩国一
线品牌童装，立足于韩国的风
格与品味，始终本着时尚、个
性、有型的风格紧跟时尚潮流，
追逐个性发展。优质的纯棉面
料，柔软舒适吸汗透气不变形，
做工优良精致。

胖太太服饰

位于海滨商贸中心2楼A2-
19-1，主营时尚民族服饰，适合
30-50岁不同年龄段爱美女性的
追求，服饰以棉麻布为主，宽
大、舒适、环保，高档的服装、中
档的消费，是您不错的选择。

青岛真皮鞋城

位于海曲东路大润发对
过，主营各式男女真皮皮鞋。鞋
品全场9折优惠，正品名典女凉
鞋大特价58元一双！在该店消费
即可免费办理会员卡，会员价
8 . 8折，还可享受积分换购。

SA 思尔·艾柏羽绒服

位于百货大楼西门对过，
主要针对具有较高文化品味、
懂得享受生活、热爱时尚的职
场精英、商政人士，产品张扬
而 不失内 蕴 、时尚 而 不 显 媚
俗 ，让 羽 绒 服 摆 脱 以 往 的 笨
重 ，力 求使人 们 着 装 简 约时
尚，在精致中散发着成熟优雅
的情怀。

莱特妮丝

莱特妮丝是一家专业内衣
精品店，主打产品为莱特妮丝
调整型内衣。持本报到店购买
内衣的顾客，可享受9折优惠，同
时赠送价值1000元的身体保养。

方向盘

方向盘女装，冬款皮草、羽
绒服、棉衣强烈来袭，高端大
气，饰品物美价廉，购物有礼。

山林路户外

位于威海路新营小学南500

米路西，山林路户外服饰运用
国际时尚色彩，融合中国传统
文化元素，造就独具风格的产
品，我们不做中国制造，只做中
国创造。现有征途系列、足迹系
列、生活系列。

回力鞋专卖店

位于正阳路40号，主营男女
运动鞋、休闲鞋、登山鞋、旅游
鞋、帆布鞋、板鞋等。店主特别
推荐店内彩绘鞋、暴走鞋、瘦身
鞋。回力鞋已有80多年的历史，
支持国货，就穿回力！现全场特
价，新款买一送一。

凯撒羊绒店

位于淄博路医苑小区对
面，新款羊绒衫、貂绒大衣全部
上货，秋冬季还可提供鄂尔多
斯生态羊绒量体定制服务。春
款、夏款4折特价销售，数量有
限，欢迎选购。

服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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