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买买海海参参送送鲍鲍鱼鱼，，过过年年孝孝敬敬咱咱爸爸妈妈
“日照野生海参直销节”本周末举行

野生淡干海参

适用哪些人群？

本报 1 月 4 日启动“日照野生海参
直销节”活动以来，优质的烟台野生海参
博得日照市民的喜爱，活动现场热闹的
购参情形，掀起冬季食补的小高潮。

为继续给日照市民奉上巨大的优
惠，“日照野生海参直销节”1 月 18 日-19
日继续举办。马上过年了，捎点野生海参
回家，孝敬咱爸妈，是个不错的选择。

今起拨打热线 15606334343 订购优
质长岛海参，数量有限，抓紧抢购。

据了解，“日照野生海参直
销节”所销售的海参，全都是真
正的长岛淡干海参，销售的价
格与出厂价一模一样，这样算
起来，本次直销节的销售价格

正好是市场价的一半。
自活动举办以来，记者走

访了市区各大商超、农贸市场
和部分高端礼品专卖店，发现
即食海参、速冻海参、盐干海

参、淡干海参等各种海参产品
类繁多，令人眼花缭乱，大街小
巷海参产品的专营店也是随处
可见。

在各大综合商场内，都设

有多个不同品牌的海参销售专
柜，各种类型的海参分类摆放，
从淡干海参到半干海参，再到
即食海参，售价在每斤几百元
至数万元之间。

记者调查发现，就最受市
场欢迎的淡干海参而言，最便
宜的每斤将近 4000 元，最贵的
甚至接近 2 万元，价格相差如

此之大，但其中海参有何差
别，销售人员却不甚了解。

在一家超市的某海参专
柜内，销售人员以海参的大

小来解释出现的差价。在另
一家海参专卖店内，销售人
员以深海、浅海来区别海参
的价格，“价格较高的是深海

生长的，特价的是浅海生长
的，深海的污染少一些，所以
就相对要贵一些。”该销售人
员说。

谈及海参进补的功效，
不少长期食用海参的市民有
着自己的说法。

5 日，市民刘先生与妻子
一同来到活动现场，边转边
看，随后与工作人员攀谈起

来。
“现在我跟老伴每天吃

一个海参，这个习惯已经坚
持 两 年 了 。”刘 先 生 告 诉 记
者，自退休后走上了养生的
道路，起初是老伴长期吃海

参，感觉体质有明显的增强，
身 体 也 没 有 以 前 那 些 小 毛
病，后来自己拗不过家人的
好意，也开始吃海参。

“一入秋，我们就开始转
悠着买好海参食用，自从开

始规律化食用海参后，两年
间 我 们 几 乎 没 有 犯 过 什 么
病。”刘先生说，以前养生靠
的是瓶瓶罐罐的营养药，“现
在已经走上海参食补的养生
路了。”

像刘先生夫妇一样，市民
张大爷也给算了一笔账，他告
诉记者，近几年每年冬天都会
吃海参来增强免疫力，效果很
不错。

“糖干海参是便宜，自己也
上过当，一斤只能称三四十只，
平均每只的价格就要 50 元钱，
反而比淡干的还要贵，商场里
看起来不错的没有低于 5000 块

钱的，对于工薪阶层的家庭来
说，是笔大的开支。”张大爷说。

从本报海参直销活动上购
买完海参后，张大爷和记者攀谈
起来，一斤质量还可以的淡干海

参，市场价都要 5000 多元钱，平
均每一天原本需要 60 元钱。

“这次直销惠优惠近一半！
“这么大的优惠，我就多买了一
些存起来”张大爷说。

本次活动，是报社与生产
企业直接合作的，没有任何的
中间环节，也就没有任何的加
价行为。

本次直销活动将主要体

现两方面的惠民内容，首先是
确保每一只海参都是野生淡
干产品，不添加盐和糖；另外，
就是保证全部都以出厂价来
销售。

为了保证每一只海参的
品质，主办方已邀请相关方面
专家，对海参生产的每个环节
进行全程监督。

而对于“平价”的惠民措

施，参与直销活动的全部海参
不论品级，将采取成本价基础
上加价不超过 8 % 的价格直
销。这个价格可能只有市场上
同类淡干海参售价的一半。

海参品类繁多 价格相差很大

海参有何区别 商家说法不一

坚持食用海参 两年没犯过病

海参直销优惠大 多买一些存起来

确保每一只海参都是野生淡干产品

据介绍，优惠的价格，出
色的品质，还不是本报“日照
野生海参惠民直销”活动的全
部，直销节为日照市民、尤其
是过年回家的孝子们提供了
更大的优惠。

为了让海参重回百姓餐
桌，让普通市民能够享受到海
参的美味，健康饮食，本次活
动还特别增设了多项惠民服
务内容。

每购买两斤以上淡干海

参，都附赠一斤野生鲍鱼，针
对市民普遍关心的海参食用
等相关问题，工作人员也将会
集中解答。

抢购热线：15606334343

活动时间：1 月 18 日-1 月

19 日(本周六、周日)8：30-17：30

活动地点：日照市东港区
烟台路丽城花园西门沿街(可
乘坐 9 路、11 路、18 路、30 路、
34 路市建委站下车)

(本报记者)

买两斤淡干海参 送一斤野生鲍鱼

淡干海参直销节，不少市民都去抢实惠。

据了解，淡干海参是通过对
新鲜海参进行去内脏、清洗、沸
煮、缩水、低温冷风干燥加工而成
的海参产品。相关专家介绍，淡干
海参是海参产品中的极品。

记者联系到了中国农业大学
的一位营养学专家，他介绍，海参
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适宜普通
人群食用，“对于一些身体比较弱
的人群，海参具有很好的滋补作
用。”

另外，根据济南一位老中医
李老先生介绍，海参适宜虚劳羸
弱，气血不足，营养不良，病后产
后体虚之人食用。

“适宜高血压病，高脂血症，
冠心病，动脉硬化之人食用；适宜
癌症病人及放疗、化疗、手术后食
用；适宜肝炎，肾炎，糖尿病患者
及肝硬化腹水和神经衰弱者食
用；适宜血友病患者及易于出血
之人食用；适宜年老体弱者食
用。”李老先生说。

“海参还是手术患者术后的
最佳补品，而且对于孕产妇的滋
补身体、女士美容养颜也有很好
的作用。”李老先生说。

(本报记者)

据专家介绍，淡干海参具有
很高的营养价值。

销售方保证，每一只海参都
是野生淡干产品。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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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裕升升置置业业业业主主答答谢谢会会暨暨裕裕升升··大大唐唐华华府府产产品品发发布布会会激激情情启启幕幕
1 月 12 日上午，裕升置业业主答

谢会暨裕升·大唐华府产品发布会在
裕升·大唐华府项目现场激情启幕！来
自裕升置业各小区的业主以及裕升·
大唐华府置业会的会员共千余人欢聚
一堂，共享盛典。

三九寒冬，晨雾霭霭，而裕升·大唐
华府产品发布会的现场却红红火火，生
机盎然，将隆冬笼罩的土地顿时变成了
激情与欢乐的海洋。一段具有浓郁中国
风的开场舞拉开了盛会的帷幕，将裕
升·大唐华府的中国韵味表现的淋漓尽
致。从日照走向全国大舞台的才子歌手
贺坤、中国好声音人气学员桂雨濛倾情
加盟，携拿手好歌助阵盛会，赢得观众
中连连喝彩。人气明星刘大成的闪亮登
场使全场沸腾，将盛会推向高潮，洪亮
优美的嗓音博得阵阵欢呼，他还为现场
观众展示了拿手的口技表演，把二胡
声、鸟鸣声、喇叭回响声演绎的逼真动
人，全场观众起身喝彩。

裕升·大唐华府项目是裕升置业全
力打造的城市区域中心级的城市综合
体项目，将给城市区域功能结构和居民
生活环境该来巨大的改变，这样一个极
具标志意义的项目，无论从产品定位还
是建筑理念上都倾注了裕升置业大量
的心血和精力，公司不惜重金聘请国内
知名、具有丰富设计经验的设计团队研
发项目规划。来自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
有限公司的外籍主设计师Mike 亲临现
场，为观众精彩讲解了项目的整体规划
和产品户型，常州荣禾景观设计有限公
司主创设计师为大家展示了大唐华府
具有浓郁盛唐皇家气质的园林景观。此
外，日百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对即将建设
的集购物、餐饮、休闲娱乐、体验式服务
为一体的大型新玛特购物中心的功能
向观众一一展示，日照瑞通物业有限公
司就对接管大唐华府的物业服务管理
作了精彩的介绍。

“感谢有你”的盛会主题拉近了裕

升置业与广大业主的心，也拉近了裕
升置业与广大客户的心，在企业飞速
发展壮大的同时，裕升置业始终不忘
感恩至善的企业经营之道，无论是已
经够买裕升置业房产的业主，还是时
刻关注着裕升置业将要开发的项目的
广大客户，都是裕升置业企业发展的
宝贵财富，裕升置业用实际行动践行
感恩，倾情回馈。本次业主答谢会暨产
品发布会共抽出三十余位幸会业主和
客户，分别获得品牌家电及购房代金
券等大奖，所有参加现场活动的业主
和客户均可凭入场券获得裕升置业新
年大礼一份。

一声声祝福娓娓道来，一声声欢
笑萦绕着这美好的时光，2014“感谢有
你”裕升置业业主答谢会暨裕升·大唐
华府产品发布会在全场喝彩中圆满结
束。让我们把下个期待寄托给裕升·大
唐华府，期待龙脊福地的城市新核精
彩盛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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