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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4 年元旦仅有
一天假期，因此春节旅游市场变
得格外抢手，很多常规线路早被
预订一空。近日，多位读者打来电
话，希望本报可以推荐一些春节
期间的旅游线路，为此本报联合
山东嘉华文化国际旅行社和山东
旅游有限公司分别推出精品春节
台湾包机旅游和港澳包机旅游线
路。

据了解，本次嘉华推出三班
春节台湾包机，分别在 1 月 2 2

日、1 月 29 日、2 月 5 日出发，产
品有“福州、台湾环岛单飞单动单
船八日游”，“深圳、香港、台湾三
飞八日游”和“台湾环岛双飞八日
游”三种选择，价格在 3 9 8 0 到
24880 元不等。相比常规产品，行
程内容更加丰富，价格更实惠。

其中，1 月 22 日出发的“福
州、台湾环岛单飞单动单船八日
游”纯玩体验团由本报携手嘉华
旅游联合推出，价格仅 5980 元，
相 比 春 节 正 班 包 机 至 少 便 宜
2000 元，1 月 29 日返回，并不耽
误春节期间走亲访友。前十位报
名参加本次体验团的市民，可以
每人获赠齐鲁晚报全年订报卡一
张；已订阅 2014 年度齐鲁晚报的
读者，也可凭订报凭证，享受嘉华
旅游会员价格。

山东旅游有限公司推出的春
节包机线路，充分利用了春节假
期，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推出了

“香港烟花海景五日游”、“港澳合
家欢五日游”、“香港合家欢五日
游”、“香港至尊自由行”和“香港
五日自由行”五款产品，“港澳合
家欢”和“香港合家欢”两个五日
游产品是特别针对家庭亲子群
体，充分保证迪士尼和海洋公园
游览时间。

据介绍，包机实现了真正的
香港直飞，节省了游客的入关时
间和精力。目前，港澳包机游的五
条线路已经推向了市场，咨询和
报名都很火爆。报名热线：0531-
85196613、85196576

李芳

畅游福州台湾

读者享受优惠

超多精品 超多赠品

年年货货大大集集天天天天送送礼礼！！
本报讯 (记者 王茂

林 )本周五，“齐鲁优品惠精品
年货大集”正式开抢！如果您
还 没 买 年 货 或 者 正 准 备 购
买，不要错过超多的精品年
货以及丰富的送礼活动哦。
除了近 2 0 0 种精品年货，景
区门票、家用消防器材、精美
台历、代金券等超多奖品，天
天抽奖，惊喜不断！晚报读者
持读者卡购买，更可以享受
会员价。

本报主办的“齐鲁优品惠
精品年货大集”本月 17 日—
22 日在济南开元广场一楼(大
明湖西南门)举行，吸引了 40
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签约参
展，平日里没吃过没见过的名
优特产、有机年货、进口食品
等近两百种厂家直销的精品
年货，很多是首次在济南市场
亮相！这些年货不但品质高，
价格也相对便宜，每个参展商
家 还 准 备 了 丰 富 的“ 礼
包”——— 米面粮油、海鲜、水
果、肉食等争相赠送，还有多
种年货现场试吃。

酷派奶粉送酷派精品沐
浴露；蓬参阁海参买海参送年
货：1 )持齐鲁晚报立减 1 0 0
元；2)满二斤再减 100 元；3)
凡购买任意一款海参一斤，均
赠送鱼一箱(带鱼、黄花鱼、鲅
鱼可任意选择一款)。潍坊萝卜
买一箱送一斤；即食阿胶送阿
胶枣；沂源红苹果、赣南脐橙、
莱阳梨、壶瓶大红枣、山核桃
免费品尝。

主办方准备的现场抽奖
活动更让您眼前一亮，足足有

上千份精品大“礼包”。凭当天
购物小票即可参与，礼包内奖
品丰厚又靠谱。

我们为读者准备的“大
礼包”有：五峰山景区门票、
德华安顾和山东优特提供的
精美台历、巴比伦 5 折 V IP
卡、东方丽人美甲代金券、真
功夫饮料兑换券、闫府私房
菜代金券、3D 画展或密室逃
脱门票、中教全纳体验券、众
品源馅饼代金券等近十个品
种。

我们还特别为读者提供
了消防应急包、家庭灭火毯、
呼吸面罩、安全锤、保温毯等
家庭消防用品作为奖品。

另外，应广大读者强烈要
求，本报“帮到家——— 齐鲁晚
报爱心蝴蝶兰义卖”活动，将
在 1 月 17 日大集第一天，在现
场举行蝴蝶兰义卖专场，数量
有限先到先得。

大集期间除了有精品大
礼包送出，本报读者更有 VIP
会员价可享，现场凭本报读者
卡或信联卡购买年货，所有年
货将享受会员价。

想赶在年货大集期间享
受读者卡(信联卡)专属会员
价，读者可以提前办理读者卡
(信联卡)，也可以在年货大集
现场办理。

日常办卡网点为：
1 、济南市历下区泺源大

街 6 号山东新闻大厦 1 楼大
堂，电话：96706、96766

2、济南市旅游路 25966 号
(鱼翅皇宫大酒店西邻)，电话：
0531-67893688

本报讯 (记者 王茂林)本
次年货大集期间，如果您手里有
齐鲁晚报读者卡(信联卡)，就能
享受到所有年货以会员价买进
的专属优惠了。

目前，齐鲁晚报为读者精心
打造的读者卡(信联卡)正式面
世，此卡是齐鲁晚报和山东高速
信联支付有限公司推出的联名
卡，为晚报读者专享。持卡读者
除逛年货大集有优惠，还可享齐
鲁晚报读者服务中心推出的所
有优惠服务和团购活动，并可优
先参加齐鲁晚报举办的各类优
惠活动。

从 15 日起，本报开始面向
济南地区的订户办理读者卡，办
卡即赠送五峰山景区门票，或 1

月 17 日、18 日上演的年度贺岁
喜剧《欲望别墅》演出票。门票和
演出票限量供应，先到先得。

同时，读者卡(信联卡)和
年货大集“喜相逢”。年货大集
期间(1 月 17 日到 22 日)，主办
方特推出持卡消费优惠活动。
年货大集上凭本报读者卡或信

联卡购买年货，所有年货将享
受会员价。

不仅年货大集享优惠，您手
中的读者卡(信联卡)还有更多意
想不到的功能可使用。读者卡与
信联卡一样，是央行批准的具有
第三方支付牌照的多用途预付
卡，融合了鲁通卡、购物卡的所
有功能，持卡人同时可享 96706

公众服务中心的各项便民服务
和优惠团购活动。

读者卡(信联卡)包含的便
民服务和优惠消费活动有：京
津冀鲁晋五省份高速畅行无
忧，今年起，信联卡用户可以在
上述五省份高速公路持卡通
行，并在部分省份继续享受 95

折优惠；可在全省 2 万多家加
盟门店消费，涵盖餐饮、购物、
旅游、娱乐、停车场、高速公路、
公交、出租等方面，并享受加盟
商家给出的消费打折优惠；此
外，还可享受发卡方提供的优
质平价的家政服务、健康服务、
社区养老、交通旅游、团购代
购、福利发放等。

持持读读者者卡卡买买年年货货享享会会员员价价

96706 96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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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读者俱乐部

即时互动方式

本报记者 王若松

■红酒类：

参展的红酒主要有以下几
种：南非知名品牌——— 斯麦特
红酒，是本次年货大集的红酒
类主推款。斯麦特红酒以“圆
润、易饮，带有果香”的口感和
亲民的价格畅销全球，这也是
该品牌第一次在济南上市。

另外还有：北美著名品牌
加拿大诗佰诺葡萄酒，距今有
139 年历史，2008 年北京奥运
会、2012 年伦敦奥运会赞助
商；美国纳帕阳光家族美乐干
红葡萄酒，年产量仅 550 箱；德
国雷司令干白；西班牙箭楼干
红和西班牙皇室用酒拉扎奥男
爵。

■保健品类：

本次年货大集向您推荐新
西兰的“常青树”系列保健品：
新西兰蜂蜜、牛初乳钙片、蜂胶

胶囊、护眼素、月见草胶囊等。
还有功能性食品索伦麦绿素。
索伦麦绿素中含有 70 多种矿
物质，含钾量是香蕉的 25 倍，
含钙量是牛奶的 11 倍，含铁量
是菠菜的 5 倍。

■禽肉类：

年货大集专门为大家准备
了高品质的布莱凯特黑牛肉，
品质可与日本神户牛肉媲美。
布莱凯特黑牛肉有一套完整的
牛肉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对肉
牛和生产的牛肉进行全程标
示，保证可以追溯到每个生产
环节。此外，还有莱芜黑猪肉、
商河黑猪肉、蒙阴野猪肉、德州
平原营养富硒鸡蛋、长清灵岩
寺散养山鸡蛋和散养黑鸡、东
平湖松花蛋和咸鸭蛋等丰富的
禽肉类产品供您选择。

■米面粮油类：

作为本次大集向您主推的
食用油，利尔康食用油系列是

100% 纯正的原生初榨油，产品
主要包括：亚麻籽油、紫苏油、
胡麻油、核桃油等。同时，还有
龙山小米、石磨面粉、黄河大
米、茶母山山茶油、关中油坊亚
麻籽油、朴食翁花生油、山歌花
生油、平阴无公害小杂粮等供
您选择。

■海鲜类：

您知道吗，不同产地的海
参有不同的品质。本次大集我
们向您主推的海参是来自蓬莱
仙海的蓬参阁海参，“蓬参阁”
海参全部是多年野生成参，保
证名不虚传。与此同时，还有三
都港黄花鱼、胶东虾、螃蟹、鱿
鱼、黄岛大黄花等海鲜产品。

■干果类：

此次参展的百枣纲目带来
了乐陵金丝小枣系列产品，在
保证原料品质基础上把红枣做
成消费者每日必食的食品。此
外还有壶瓶枣、骏枣、沙土瓜

子、福娃膨化食品、狮子头原味
核桃、纸皮核桃、山核桃、新疆
若羌枣等。

■有机食品类：

为了满足读者的高品质生
活需求，本次年货大集专门为
大家准备了几款有机食品。蒸
米饭、熬粥、做发糕……过年的
餐桌上自然离不开大米，今年
我们为大家主推的是私享时光
有机大米。该大米特选北纬
44 . 5°珍稀有机土壤，以甘泉
滋养，以雪地封存，以 28 位农
户手工耕种，奢养出“温润弹棉
甜香”六大独特口感。

除有机大米外，还有龙升
源有机面粉面条、墨红有机大
枣、三丰有机香油和芝麻酱、秉
谷坊有机杂粮、茶母山有机山
茶油、朴食翁有机花生油、海芝
宝有机海带、圣牧有机牛奶、山
歌有机花生油和有机花生、雪
中王有机干货、膳品有机核桃
等有机食品，供您选择。

本周五，由本报主办的“齐鲁优品惠精品年货大集”将在济南开元广场(大明湖西南门)举行，近 200 种年货
因为是厂家直销，所以我们的年货在保证高品质的同时，价格也比市场上的同类商品优惠幅度更大，保证帮您
过一个有品质的大年。下面咱们就先睹为快！

读者卡卡样

近 200 种精品年货高端大气上档次

看看看看年年货货大大集集有有哪哪些些好好东东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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