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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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萍 18763387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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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中秋秋巨巨献献，，超超低低折折扣扣
《逛街》栏目合作商家优惠送不停

随着节日逐渐临近，各商家纷纷推出各色中秋促销活动，拉开了中秋的百货大战，营造出更加浓郁的节日气氛。
逛街记者走街串巷，为您探访齐鲁晚报《逛街》栏目联合商家的中秋特惠活动方案，涉及烟酒茶、婚庆摄影、服装、

珠宝、家电数码等行业，让您足不出户就可了解中秋动态。高质产品，超低折扣，逛街商家中秋钜惠，各式产品一网打打
尽，让您尽享中秋大福利。

编辑：辛周伦 美编/组版：牟茜



胖人坊

位于百货大楼西 200 米武装部
对面，胖体女性的衣橱，作为专业穿
衣顾问，打造不一样的你，让广大胖
友穿出自信与魅力。迎中秋佳节，胖
人坊感恩回馈，夏装历史冰点清仓，
秋装全新上市，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惠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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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佳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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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奈儿童装

秋装新品上市，夏装清仓 6 折
优惠。在该店一次性购买满 300 元
即可成为会员，会员平日享受 8 . 8

折优惠。
中秋佳节，一次性消费满 398

元，有精美礼品相送，截止日期 9 月
20 日。

亦谷 yigue

夏天主打连衣裙和礼服，冬天
主打大衣系列。新款秋装上市，会员
享受 8 . 8 折优惠。持本报进店，可在
现有折扣基础上，再享受 9 . 5 折的
优惠。

立奢服饰

该店位于王府大街二楼，安静、
舒适，顾客可以放松的试穿各式各
样的衣服，还可以在本店的休闲小
吧内看书、喝茶，在购物的同时放松
您的心情。

比比我童装

该店为韩国品牌比比我童装专
卖店，服装款式新颖靓丽，韩范儿十
足，是年轻妈妈们的首选童装品牌。
持本报到店可享 8 折优惠。

方向盘

店内主要经营真丝裙子、南韩
丝上衣，还有中高端时尚女装、大品
牌真皮鞋、T 台秀服装，在该店一次
性消费满 1000 元以上，即送精美防
紫外线眼镜。

兰蔻皮草行

该店特推出手推丹绣真丝旗
袍，面料为重磅真丝稠，用天然纤维
为原料，具有不易刮伤，不缩水、易
整理等特点。旗袍纯手工制作，精致
立领设计，手工盘口，手工丹绣，体
现您的温婉古典气质。该款旗袍可
接受客户定制。

小左+小右童装

小左小右，即为小男孩、小女
孩，主要经营韩版精品童装、品牌
童鞋、包包。该店货 10 天左右即更
新一次 ,款式新颖、多变，适合 1-8

岁儿童。中秋来临，新到秋款 6 折
起，夏装清仓 3 折起，超低价格给
你带来真真正正的实惠！截止时间
9 月 20 日。

暖倍儿

暖倍儿中国第一家塑身保暖内
衣，韩国品牌，专注于内衣系列产品
的生产和销售。夏天主营内衣、家居
服，冬天主营保暖内衣。

现店内秋冬装全场清仓处理，
秋衣 50 元起，保暖内衣 80 元起，保
暖单裤 4 0 元起。春夏产品全场 5

折。

周末有约

该店夏季新品 8 折优惠，春款
优惠多多，179 元起。在该店一次消
费满 500 元，即可成为会员，享受
7 . 5 折优惠，同时可积分换购，满
2000 元返 100 元代金券。持本报，到
店购衣可抵 10 元现金使用，每款商
品仅限一次。

主流服饰

该店主营多羅比娅女鞋，还有
各种款式新颖、时尚的流行服饰。目
前全场 7 折优惠。持本报购物可享
受 6 . 5 折优惠。

街角衣坊

位于海曲东路大润发对过金狮
100 旁，现季末清仓，夏装全场五折，
部分商品清仓特价处理。

红蚂蚁服饰

位于海曲路友谊医院南 1 0 0

米，主营时尚品牌女装、女鞋、女包
等，该店本着与商场比质量、与市场
比价格、低价不低质的原则，专做老
百姓穿得起的品牌服装，店内服装
大气高雅，让您穿出独特气质，穿出
与众不同的品味。

青岛真皮鞋城

位于海曲东路大润发对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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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蕾丝

位于新市区女人世界一楼 B-
07，日照格蕾丝独家代理店，主营真
皮女鞋、时尚女装。凉鞋全场 5 折，
二楼女装 4-7 折，女装以欧美风格
主打，兼有日韩风格。凡在该店消费
可免费办理会员卡，在两店一年消
费满 2000 元者赠 200 元现金券(一
次性使用)。

女主角时尚女装

位于女人世界一楼，主营时尚
女装，以明星款女装为主，欧美、日
韩风格皆有，秋装全场 8 折，夏装优
惠大酬宾，全场 3 折。店内设有海豚
湾美甲店，是日照唯一一家全国连
锁美甲店，原价 30 元美甲套餐持本
报仅需 9 . 9 元。截止时间 10 月 7 日。

梨花品牌外贸服饰

位于天宁锦秀苑沿街，经营各
类品牌外贸服饰、包包，主要品牌有
欧时利、好利兹、百思图、z a r a 、
ONLY 、HM 等，货源全部来自青岛
品牌代工厂，通店不超 200 元，平价
高质。中秋佳节，全场进价处理，一
次性消费满 200 元，可再享受 9 折
优惠。

简爱外贸服饰

位于实验二小北 100 米，主营
外贸服饰，主要品牌有 only 、vero
moda 、galyge 等，服装款式新颖靓
丽，大牌风范，直接厂家进货，外贸
原单，大品牌低价位。

贝儿佳童装

位于太阳城市场二楼四区，主
营童装，年龄区间在 1-14 岁，兼营
高档女装，款式多样可供选择。中秋
佳节，秋装断码低价处理 25 元起，
高档女装全面上货。

金鼎外贸

位于威海路港三区西门对面北
侧 50 米，主营 Jeep 、骆驼、梦特娇、
耐克、阿迪等品牌，所售产品出身纯
正，售价仅为专柜售价的 1-3 折。进
店消费即可办理会员卡，会员享受
9 折优惠，积分兑换礼品。该店服饰
加大加肥，特体专卖。

山林路户外

位于威海路新营小学南 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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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秋佳节，T 恤全场 5 . 5 折，截止日
期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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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佳节，春款、夏款 4

折特价销售，数量有限，欢迎选购。

锐力外贸

位于望海路中段东港区医院西
郊路北，主营各种品牌服饰，诱惑的
折扣是您不二的选择。该店装修升
级，全场特惠，让您感受到低价高品
质的享受。国际品牌，正品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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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胶州路新营中学

西路北

电话：13863363363

地址：位于正阳路 95

号，建行南 20 米

电话：13863303509

地址：兖州路与山东路

路口南 100 米路东

电话：13181178036

地址：威海路 139 号，新
营小学南 300 米路西
电话：18963333138

地址：百货大楼西 200 米武

装部对面(一店)

王府大街南门第四家(二店)

电话：13176237687

地址：百货大楼西门对

过

电话：0633-8222315

地址：望海路中段东港

区医院西郊路北

电话：15908061639

卡斯特洋酒行 同发参茸 宝源茶行 丝绸茶庄 胖人坊 SA 思尔·艾柏
羽绒服

锐力外贸

本版文/片 逛街记者 辛周伦 见习记者 林萍 王在辉

同发参茸

位于正阳路 95 号，主营
红参、西洋参、纯梅花鹿茸血
片、鹿鞭、鹿胎、冬虫夏草、藏
红花、纯蛤蟆油、野生秋木耳、
天麻、灵芝、野生榛蘑菇、养生
山参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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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
佳节，全场 8 . 5 折特惠，截止
时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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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场 8 . 5

折。中秋佳节，在该店消费满
1000 元送价值 468 元的红茶 2

提，截止时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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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特坚持窖
藏陈酿，纯粮入窖。现联合齐
鲁晚报推出中秋特惠活动，进
店购买酒水满 220 元，即可赠
送半年齐鲁晚报，满 420 元，
即可赠送全年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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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菲，
木桐世界五大酒庄酒，泸州老
窖铁盒头曲、六年陈头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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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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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之际，店内商
品一律低价，更有大奖等你
拿。活动时间：9 月 1 日至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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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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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供婚宴、企事业单位
团购用酒，凭本报一律 8 折优
惠。中秋佳节，购买 10 箱以
上，按出厂价订购，截止时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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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秋来临，优惠多多，礼盒买一
赠一，截止时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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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佳
节，全场一律 8 折优惠，截止
日期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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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佳节，推出特惠活
动，雷吉蒙零售价 138 元，现
团购特价 5 箱以上 80 元，梵
蒂雅零售价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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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系列分为福将、少将、中将、
大将、老将等系列。中秋佳节，
买 5 箱习将军喜将赠挂烫机
一台，买 10 箱赠 TDP(理疗器)

一台。买 5 箱习将军少将赠挂
烫机一台和 500 元加油卡一
张，买 10 箱赠 TDP(理疗器)一
台和电子自动酒壶一台。

宝源茶行

位于兖州路与山东路路
口南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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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肥、延缓衰老、降胆固醇等
功效。中秋佳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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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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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佳节，莫高酒庄珍藏冰酒
礼盒 358 元，买五赠一，黑比
诺干红礼盒(750ml*2 支)特价
398 元，截止时间 9 月 19 日。

一滴枣木杠，十年留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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