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中国海参市场的“价格屠夫”——— 王海生

海参只卖9块9，真的吗？
如果你一直对海参垂涎三尺，却因价格望而却步；如果你一直用海参滋补身体，却花了大笔

的钱，今天机会来了！马上拨打0535-6686669报名，抢购纯野生特价海参仅限5天！

■今日关注
是的！野生海参只需9块9元？乐元

堂海参9块9强势来袭，令人震惊的是，
不仅海参价格低廉，而且是真正纯天
然无公害的野生海参。面对海参市场
上动辄数千元、上万元的惊人价格，乐
元堂海参却逆市而行，给海参市场带
来巨大震撼，更给消费者带来疯狂抢
购的最低价格。

■焦点话题
今天，为了抢占市场，赢得消费者

的肯定和信赖，树立自己的海参品牌，
从而做大做强。北京乐元堂推出“百日
养生计划”，本着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
的名贵滋补品！让我们的父母都健康的
宗旨，彻底打破海参天价的神话，挤掉
所有价格水分，海参9块9超低价格限量
供应。

■人物链接
一个对野生海参念念不忘的渔家

孩儿；一个一心想要报答父母，让他们

吃上最好的野生海参的孝子；一个立志

回报社会，让天下父母都得到健康的企

业家。他怒斥行业暴利；他打破海参高

价神话；他被业界称为“价格屠夫”；他

就是乐元堂的总经理王海生。

叫板中国海参 最低价

四大保真 发现一头虚假愿赔百万
乐元堂海参捕捞于阿拉

斯加海域100-300米左右的深

海。由于环境寒冷，压强大，所

以比普通海参生长周期更长。
5年以上的漫长生长，以天然

海藻为食，积累了丰富的营

养，是真正纯天然无公害的野

生海参。

对于此次活动的目的，乐

元堂总经理王海生说：海参是

世界八大珍品之一，被称为

“百补之首”，乐元堂海参今天

让利于民，只卖9块9，为的就

是抢占市场，赢得消费者的肯

定和信赖，树立自己的海参品

牌，从而做大做强。

我们在这里郑重承诺：
1、保真:每一头海参均符

合国家检验检测标准；非破坏

海参营养成分，侵害消费者利

益的糖干海参，如有虚假，百

万赔偿。
2、保证进口纯野生:每一

头9块9特价海参均进口自大

洋彼岸的阿拉斯加无污染海

域，非养殖纯天然；肉厚刺多，

口感软糯，发泡率高。发好后

体积增大2到3倍。
3、每一头海参均采用传统

淡干技术保存，保证营养不流失。
4、9块9特价供应：说到做

到，决不再收取其他任何费

用，就是9块9！

低价格并不代表低质量，

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订购。我们

也请广大消费者监督！乐元堂

海参，如果有一根不是野生海

参，我们百万赔偿。

每天一根参 百病不上身
1 0 0 % 阿拉斯加野生海参 限售 5天

笔者与王总聊到，为什么乐
元堂要推行“百日养生”计划时，
王总笑了笑说：“冬令进补在我
国历史悠久，自古有着‘三九补
一冬，来年无病痛，冬令一进补，
春天可打虎’的说法。天寒进补
不仅有利于营养成分的吸收，同
时能有效地提高人体机能的免
疫能力，抵御严寒侵袭，降低疾
病的发生率。”

北京的张医生是一位有着50
多年行医经验的老中医，他说：

“海参被称为‘百补之首’味咸性
温，入心、肾、脾、肝四经，有补肾
益精、养血润燥之功效：

对于学生来说，它健脑功效
明显；对于老人来说，海参可以
预防心血管疾病；对于爱美的女
性来说，海参有美容养颜的奇
效；对于男人来说，它有补肾养

肝强身健体的作用。同时，海参
还是手术患者的最佳补品。对机
体损伤后的修复有特效，可明显
缩短康复时间。

特别提示：
丑丑的样子，大海的味道
这就是野生海参！

乐元堂海参来自阿拉斯加
深海海域，真正纯天然无公害的
野生海参，采用传统淡干技术，
是海参产品中的极品，无糖无
水，方便储藏。虽然外观没有经
过各种特殊加工后的海参那么
美观，但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其原
始的样子，保证营养成分不流
失。每一根表面还附着着一层淡
淡的海盐，颜色呈灰白色，打开
包装可以闻到浓浓的海味。采用
环保、无污染的健康包装，产品
保障，吃得放心。

9块9低价海参大抢购！
1月15号-1月19号
本 次 活 动 不 求 利 润 ，只为打响品

牌 。淡 干 野 生 海 参 ，市 价 6 9 0 0 元 / 斤 ，
13 . 8元/克。乐元堂野生海参990元/盒，
一盒8 0- 1 0 0头左右，(若收到每盒海参
80头以下需加价15%)，每头差不多5克，
一盒1斤，平均每头只需9块9，原来买一
斤现在可以买7斤。

由于是亏本让利，所以数量有限，每天仅
限100名，每家仅限2个名额！

抢购热线： 0535--6686669
指定药店：市区：本草大药房毓璜顶店(毓璜顶
医院公交站点)

免费送货上门 货到付款 欢迎企事业单位团购

烟台市支付宝用

户2013年人均网上

支出13787 . 64元
排全国所有城市

第26位

人均网上购物消费

9603元

其他支出

3568 . 28元 交费支出

616 . 36元

网络消费百强县

支付宝晒2013年账单，烟台人均消费同比增长27 . 6%

1133778888元元！！人人均均支支出出全全国国排排2266名名

本报记者 代曼

“平时网购不算多
啊，怎么花了1 4 0 0 0多
元？”14日，在烟台，看着
自己的支付宝对账单，
不少网购达人和白领小
黄一样很纠结。13日，支
付宝发布年度对账单，
不少烟台市民发现，过
去一年网购支出近万
元。

支付宝数据显示，
2013年烟台市支付宝用
户人均网上支出13788
元，全国排名第26位。其
中，人均网上购物消费
9603元。网络消费百强
县，烟台有两个县市入
围。喜欢在凌晨0-5点进
行 手 机 支 付 的“ 熊 猫
人”，烟台占了13%。

本报讯(记者 闫丽君 通
讯员 李琳璐 ) 新的一年，国
网蓬莱市供电公司通过加强设
备巡视做好电力设施防护、加强
公车使用规范、进行应急演练、
严查重要客户安全隐患等方式
遏制安全隐患萌芽。

多管齐下遏制
安全隐患萌芽

烟台“熊猫人”

占比达13%
支付宝总支出“战胜83%烟

台人”的刘静是一个典型的“熊
猫人”，一年支付超万元，最喜欢
深夜网购，“晚上玩手机也总想
逛逛淘宝，看到喜欢的就不由自
主地付了账。”支付宝数据显示，
喜欢在凌晨0-5点进行手机支付
的“熊猫人”，全国有3700万。

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的
小王说，她在智能手机和Pad上
都下载了淘宝网以及支付宝钱
包的客户端，“加班到很晚，下班
回家没事躺在床上逛淘宝也是
一种乐趣。”

据了解，上海5个用户中就
有1个是“熊猫人”，而烟台市的
用户中“熊猫人”比例也不少，占
到了13%。

“我一年花了6000多元，92%

都用来购物了，不过我花得算少
了，我们单位有好几个都花了
10000多元。”在开发区一家单位
工作的张鹤说，和前几年的总支
出对比，是一年比一年多。

制图：武春虎

人均网上购物

消费9603元

“又到一年剁手时。”白领小黄
调侃道，平时网购不眨眼，遇到“双
11”、“双12”花钱更凶猛，但最怕的
就是收到对账单的时候。“2012年
开通网银，到2012年底对账单支出
超过6000元，没想到2013年花了
14000多元，占了工资的1/4。”

很多人都说，支付宝年度账
单让人既纠结又期待。

支付宝提供的数据显示，
2013年，山东省的支付宝网上支
出金额占全国的4 . 45%，省份排
名第7位，同比增长112%。其中，
烟台市的支付宝用户2013年人均
网上支出13787 . 64元，同比增长
27 . 6%，排全国所有城市第26位，
其中人均网上购物消费9603元，

交费支出 6 1 6 . 3 6元，其他支出
3568 . 28元。据了解，2012年烟台市
支付宝用户人均支出10802元，排
全国31位。

网购百强县

烟台占了俩

前不久，淘宝发布2013年网
购关键词，其中“县金流”引起了
大家的关注。

2013年年度对账单首次公布
了网络消费的百强县(市)。

统计显示，百强县主要分布在
苏浙闵三省，其中浙江最多，有36

个；江苏其次，拥27个；福建第三，
占13个。山东有7县市入围，分别是
即墨市、胶南市、胶州市、龙口市、
滕州市、寿光市以及莱州市。从统
计数据上看，烟台龙口市排名77

位，莱州排名99位。支付宝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人均支出两三万元的
市民，在龙口、莱州不算少数。

余额宝用户

烟台姑娘比小伙多

自去年 6月份余额宝上线
后，这款自称是为“屌丝们”打造
的一款“碎片化理财”服务就得
到了很多年轻人的热捧。

支付宝发布的年度账单显
示，余额宝在山东省同样备受青
睐，到2013年年底，全省的“宝粉”
数达到了284万余名，总申购金额
为277 . 2亿元。

支付宝方面相关人士介绍，
虽然没有对烟台“宝粉”数量和
具体申购金额做过统计，但根据
统计发现，其中男女用户数的比
例为0 . 979，显示女同胞比男同胞
更爱“碎片化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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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宝烟台账单

国网蓬莱市供电公司

莱州排全国99名

龙口排全国7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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