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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掉中间环节，“贵族”海参卖出平民价

本本报报海海参参直直销销惠惠人人气气爆爆棚棚
本报主办的海参直销惠活动自开办以来，每天前来订购海参的市民络绎不绝。优质的大连野生淡干海参以及价廉的即食食野生深海海参，再加上绝

对给力的价格，吸引了大量市民前来选购。主办方提醒广大消费者，目前海参直销惠活动销售地点为东昌路与兴华路交交叉口西北角古楼办事处二楼
(齐鲁晚报·近日聊城编辑部)，大家一定要抓住大连淡干海参的抢购机会。喜欢的市民可以拨打0635-8277092或18606358485抢购！

本报记者 张召旭

本报主办的海参直销惠活动
自开办以来，本报两部订购电话
几乎被市民打爆，质优价廉的海
参让很多市民喊爽，一次性购买
十余斤海参的大有人在。聊城人
买海参的热情真高，买海参就像
买白菜一样！

“花这份钱在商场买海参，也
就能买不到半斤，打直销节电话，
竟然买了一斤，真划算！”“同样的
海参，在直销惠买能省一半的钱，
太实惠了！”27日，市民赵先生来
到本报编辑部抢购海参，他的妻
子刚怀孕，正是需要进补的时候。
他先后走了几个海参专柜，但价

格相差离谱，又怕买到糖干或掺
假海参。看到本报举办的“海参直
销节”，他马上赶了过来。

来电市民里，大部分是要买
给父母以示孝心的，还有买给亲
戚补身体的，也有准备买来给刚
刚做过手术的病人当做礼品的，
还有给孩子买来健脑增强体质
的。想省钱买海参的市民千万不
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其实记者注意到，今年9月下
旬以来，类似“大连海参直销”的
活动，在深圳、温州、浙江等地的
很多城市都频繁上演，举办者多
是与当地媒体合作，取消店面销

售，直接做成小型展会的模式低
价促销。由于价格便宜，每到一地
都会引发当地消费者比较成规模
的采购。

“这或许也是一些海参企业
的无奈之举，”一位多年从事海参
销售的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一
般来说，大连海参在外地市场很
少打价格战，因为相比山东等海
参产地，大连海参的整体形象一
直是有品牌、优质优价，今年一些
海参企业打着低价策略到外地进
行集中营销，或许是礼品市场严
重下滑后为赢得零售市场的一个
举措。

销售火热 聊城人买海参就像买菜

价格给力 抓紧时间前来抢购吧
海参可以称为补品中的黄金，

因为它适合人群广泛，老少皆宜。参
蛋白质含量较高，自古以来海参就成
为人们食补的不二之选。在挑选海参
时，尽量购买野生、深海海参，野生海
参比人工饲养的营养要丰富的多。

目前，本报启动了野生海参直
销惠活动，其中主推即食海参和干
海参两种。即食海参并非是鲜参加
工成的，也是由干参泡发后再加工，
因为鲜参被打捞上来后，会迅速自
溶，必须尽快处理，所以没办法直接

加工成即食海参。既完整的保持了
海参形态，又解决了海参消化吸收
难的问题，袋装即食海参泡在纯净
水里，开袋即食，不含防腐剂。

本次海参直销惠活动采用从
码头直接到市民餐桌的模式，省去
中间所有环节，以史上前所未有的
超低价回馈水城市民。干海参原价
3499元现价1998元(每人限购一
斤)，活动过后即恢复原价3499元；
即食海参298元买三赠三仅合人民
币149元。

海参的营养成分据《中国海洋药物》记载,海参(刺参)中含有30

多种活性物质的药物成分,能对人体起到多方面健康保健和预防疾病
的作用。

1 .酸性粘多糖:可防止动脉硬化,是降血压、降血脂、抗衰老、修
复陈旧性心肌梗塞最有效的物质之一。

2 .海参素: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癌杀菌的作用,抗腐能力强。
3 . 18种氨基酸:人体缺少某种必须的氨基酸容易发生致命病变。

因此,获取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对人体的正常发育尤为重要。海参中均
含有这些人体必需的氨基酸。

4 .硒:能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具有有效的抗癌作用。
5 .锌:具有增强人体细胞内部机能,扩张理化因子成长的外界环境,

促使其合成蛋白质的机能。增强脑细胞的营养,促进脑细胞的健康发
育,尤其能促进胎儿脑功能的健康发育。

6 .钙:具有增强细胞核泵的作用,促进细胞活性物质的运输,加强钙
质的运送,强化骨细胞的硬度,促进骨质健康发育。

海参的营养

抢购地址：聊城市兴华路与向阳路交叉口西北角古

楼办事处二楼(齐鲁晚报·今日聊城编辑部)

抢购电话：0635-8277092 18606358485

茌茌平平连连续续五五年年跻跻身身全全国国百百强强县县
跃居百强第75位，较上年度提升6个位次

本报聊城10月27日讯 (记者
郭庆文 通讯员 孙洪锋 张

栋 刘明明 ) 《人民日报》于10
月15日发布2014年中国中小城市
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成果
和2014年度中国科学发展百强县
名单，茌平县再次跻身全国百强。
这是茌平县自2010年以来连续第
五次跻身百强县。茌平县位列第
75位，较上一年度提升6个位次。

百强茌平“五连强”，缘于茌
平县域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今
年以来，茌平县认真贯彻落实市
委十二届四次全会提出的“东融
西借、跨越赶超，建设冀鲁豫三省
交界科学发展先行区”的总体部
署和要求，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
明建设一体布局，新型工业化、信
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
同步，以大思维谋划大目标，以大
目标引领大举措，以大举措推动

大发展，启动内力，借助外力，激
发活力，形成合力，坚定实施和推
进“一二三四五六”发展战略。

抓住项目发展“牛鼻子”，实
施工业立县。按照“在谈项目抓
签约、签约项目抓落地、落地项
目抓建设、在建项目抓进度、建
成项目抓投产”的工作思路，实
行“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部
门、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项目
推进机制，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
设。前9个月，实施重点项目119
个，其中投资过亿元项目103个，
总投资876 .6亿元，已完成投资
225亿元。在全市重点项目观摩
评比中蝉联全市第一名。1—8月
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25 .13亿
元，同比增长15 .8%;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达到413家，实现主营业
务 收 入 911 . 6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 .1%;实现利税93 .4亿元，同比
增长15 .6%。前三季度，实现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19 .23亿元，同比
增长16 .06%;财政总收入30 .43亿
元，同比增长8 .05%。

坚持工业化、城镇化双轮驱
动，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
城区绿化面积1200多万平方米，
县城公园绿地面积 200万平方
米 ，建 成 区 园 林 绿 地 总 面 积
882 .09万平方米，绿地率32 .67%，
绿化覆盖率43%，人均公共绿地
面积12 .6平方米 ;着力完善基础
设施，新修改造供热、给排水、燃
气等管网35公里，实现了城区管
网全覆盖，污水集中处理率94%，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98%;加
强路网建设，扩充城市骨架，新
修改造城区道路45公里，形成了

“九纵加九横、一环绕茌平”棋盘
式、网格化城市道路交通体系。
现有城镇人口28 .3万，全县城镇
化率 52 . 1%，建成区面积达到
30 .7平方公里。

全全市市秋秋粮粮产产量量再再创创历历史史新新高高

本报聊城10月27日讯
(记者 张超 ) 继今年夏粮
单产、总产创历史新高后，
全市秋粮生产再创新高。

据市农委生产统计，预
计秋粮收获面积606 . 57万
亩，总产61 .36亿斤，较上年
增加2 .48亿斤。其中，玉米
收获面积590万亩，总产60 .3
亿斤，较上年增加 2 . 42亿
斤；单产511 .33公斤，较上年
增 加 3 1 . 0 3公 斤 ，增 幅 为
6 .46%；省农业厅实测最高
单产1000 .9公斤。秋粮总产、
玉米总产再创历史新高，玉
米单产打破了聊城市不过
吨的历史。全市两季合计单
产首次超过吨粮标准。

据了解，全市承建了
农业部小麦、玉米高产创
建万亩示范方34个和31个，
面积65万亩；建设了省级粮
食高产创建示范方52万亩，
部、省粮食高产创建示范
方面积达到117万亩。农业
部、省级粮食高产创建万
亩示范方两季合计亩产分
别达到1289 .8公斤和1213 .7
公 斤 ，较 全 市 平 均 单 产
1020 .9公斤分别高出268 .9
公斤和192 .8公斤。小麦、玉
米 最 高 单 产 分 别 达 到
885 .837公斤和1000 .9公斤，
分别创造全国冬小麦区最
高纪录和全市玉米单产最
高水平。

农农村村妇妇女女““两两癌癌””检检查查启启动动

本报聊城10月27日讯
(记者 刘云菲 通讯员
吕敏) 27日下午，聊城市召
开农村妇女“两癌”检查项目
工作会议，全面启动聊城市
农村适龄妇女“两癌”检查工
作。副市长白志坚出席会议
并讲话。

白志坚在讲话中指出，
2013年市委、市政府把“两
癌”检查项目确定为为妇女
儿童办的10件实事之一，市
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最
近又下发专门实施方案。聊
城市自今年起，每3年一个

周期对全市35-64周岁农村
户籍妇女进行“两癌”免费
检查，建立农村妇女“两癌”
免费检查和贫困“两癌”患
病妇女救助长效机制。白志
坚强调，为了将农村妇女

“两癌”检查项目这一惠民
工程落到实处，各级和相关
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
识，高度重视妇女“两癌”检
查工作；明确目标，强化责
任，全力做好“两癌”检查工
作；加强领导，狠抓落实，确
保“两癌”检查工作取得实
效。

茌平海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一直致力于产品创新，在县科
技部门帮助下，海润请来清华大
学教授建起工作站，随后又争取
到300万元省创新专项资金。截至
目前 ,海润已累计开发新产品20

余种,获国家发明专利1项,省科技
进步奖3项。其中 ,寿命长、成本
低、散热快的不锈钢管翅式机油
散热器几乎垄断了国内高端市
场。信发集团投资200亿元的“高
效能超超临界”发电项目、华鲁制
药替比赔南匹伏酯原料及制剂等
50余个大项目，全都占据国内同
行业技术层次高端。

生产模式粗放、产业定位偏
低、质量和效益不高等惯常模式
已经成为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瓶
颈，为此，茌平紧抓科技创新这个
核心要素，紧紧围绕打造高端、高
质、高效产业的发展战略，编制了
精深加工、生物医药、光伏光电等
6个重点产业转型升级规划，将项
目建设的主攻方向聚焦到“三高
一新”项目。据统计，今年茌平开
工的109个千万元以上项目，高端
新兴项目占到七成以上，战略新
兴产业上半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0亿元，实现利税15亿元，同比增
长13%。

转型升级不止是“另起炉
灶”，依托成熟产业链，依然可以
造出“好产品”。茌平深入实施技
术改造项目，用高端科技“嫁接”
改造传统产业，连续3年实施科技
提升工程，先后投资近200亿元实
施技术改造，与96家科研院所、大
专院校建设了产学研合作关系，
引进、研发专利产品520多个，“刺
激”当地2000余家各类企业由制
造逐步转变“智造”：60%以上传
统企业改造升级，核算经济增长
贡献率达到43%，科技创新正在
把发展模式由“汗水经济”转向

“智慧经济”。

“汗水经济”转向“智慧经济”

新闻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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