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尝过真正的野生无污染深海海参吗

本本报报野野生生海海参参让让您您品品味味天天然然营营养养
干海参原价3499元现价1998元，即食海参298元买三赠三

近日，天气转凉，寒冷冬季已悄然光临聊城，不少市民开始选购秋冬补品补养
身体，海参有“海产八珍”之首的美誉，成为不少市民的首选补品。能否选取到质量
好的海参，事关家人的身体健康，并非一件易事。为了保证市民购买到质量好的海
参，本报从知名海参企业——— 胶东人家进购了一批纯正野生海参，其中干海参原价
3499元现价1998元，即食海参298元买三赠三仅合人民币149元。

本报记者 张召旭

作为名贵的滋补品，秋冬
季是吃海参的最佳时节，营养
学家认为，海参性温，味甘、咸，
有补肾、益精、消炎、利湿的功
能，有增强体质、预防疾病、延
缓衰老的功效。因其性偏温，中
医常用其治疗肾虚等症，将其
同大补元气的人参并列，称“其
性温补、足敌人参”。

为了回馈广大水城市民，
为了让市民吃上真正物美价廉

的海参，本报讲过多层筛选，最
终决定从知名海参企业——— 胶
东人家进购了一批保质纯正野
生深海海参。

深海海参生长在水深50米
至100米的大海里，生活在超低
水 压 下 ，样 子 很 丑 ，刺 小 或 无
刺。真正纯天然无公害的野生
海参采用传统技术，是海参产
品中的极品，虽然外观没有经
过各种特殊加工后的海参那么

美观，但最大限度保留了其原
始的样子，保证营养成分不流
失，打开包装后可以闻到浓浓
的海味。采用环保、无污染的健
康 包 装 ，产 品 有 保 障 ，吃 得 放
心。

深海野生超低压即食海参
形状比较丑，刺没有养殖的海
参长，海参生长环境水深浅不
一，所出产的海参虽是5-7岁青
壮年，但大小并不均匀。

没刺的深海海参营养价值更高

选购海参，千万不要以刺大
刺小作为衡量海参好坏的标准。
著名的国际研究海参专家丁鑫博
士认为：海参刺大刺小从本质上
讲营养价值没有太大的差别。但
是其药用价值，却因所含成分不
同而有所差别。有的海参粘多糖
含量高，对心脑血管有好处，有的
海参皂甙含量高，对抗癌有益。如
胶东海参，体壁中皂甙含量低，没
有皂甙的苦味，宜作菜肴，所以食

用价值高。而红极参，皂甙含量
高，食用时会有点味道，食疗价值
高。若不希望摄入太多的皂甙，可
以在发制浸泡时去除。

选择海参最重要的是看海参
生长环境的优劣，海参生长期的
长短，海参加工方法是否科学。在
无污染海域中自然生长的海参，
其生长期越长，品质越高。在污染
海域中人工养殖的海参，其体内
易有抗生素、生长激素等药物残

留，其生长期短、品质差。海参的
加工方法影响海参的质量。凡是
使用各种化学添加剂加工的海
参，都会对人体造成潜在的危害。
而不使用任何化学添加剂，又保
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和活性物质
的加工方法，才是最科学的。

野生深海海参主要以海底表
层的沉积物为主要食物，海参的
生长周期为5—7年，保证了野生
海参的质量。

野生深海海参原生态慢慢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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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食海参298元买三赠三仅
合人民币149元。

即食海参买三斤送三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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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短期理财产品收益持续下行

银银行行理理财财收收益益或或普普遍遍跌跌至至55%%以以下下

活活用用““无无卡卡取取现现””避避免免盗盗刷刷
本报聊城10月29日讯(记

者 张召旭) 向手机植入木
马、利用盗刷器制卡……长期
以来银行卡被盗刷的事例层
出不穷。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各大银行针对上述问题推
出了应对措施，其中手机银行

“无卡取现”功能通过无介质
使用ATM设备取款的方式，
可有效降低银行卡被盗刷的
风险。

据工商银行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各大银行“无卡取现”
的操作步骤大致相同，即在手
机银行中选择“预约取现”功
能，输入取现金额、预约码、预
约手机号、选择预约取现账户
后进行认证介质验签完成取
款预约，随后就会收到一条临
时密码短信。客户可以在自己

设定的有效时间内到对应行
任意柜员机取款，取款时要输
入手机号、预留的“预约码”和
银行发送的临时密码等信息。

“无卡取现”由于预约号
是客户自己设置的，类似于动
态密码，仅限使用一次，在使
用之后，即使被他人获取，也
无法盗取资金；倘若客户在进
行无卡取现时，交易密码不慎
被他人获知，但是因为无需插
入实体卡，不法分子无法盗取
银行卡号进而复制卡片，客户
的账户资金安全也能得到有
力保障。

另外，无卡取款也是有一
定限额，以工商银行和中国银
行为例，每卡单笔无卡取款不
能超过2万元，当天累计不能
超过2万元。

本报聊城10月29日讯 (记者
张召旭 ) 进入10月后，市场

资金面一直十分宽松，从银行理
财产品不断下滑的收益率上可见
一斑。上周共有768款人民币非
结构性理财产品发售，平均预期
收益5.1%。

据银率网数据库统计，上周
共有768款人民币非结构性理财
产品发售，其中有23款产品的预
期收益率超过6%(包含)，占人民
币 非 结 构 性 理 财 产 品 总 量 的
3 .19%。统计显示，国有商业银
行累计发行156款理财产品，其
中人民币非结构性产品的平均预
期收益率4 .73%，与上周持平；
股份制银行累计发行356款理财
产品，其中人民币非结构性产品

的平均预期收益率5 .22%，较上
周下降0.03个百分点；城市商业
银行累计发行238款理财产品，
其中人民币非结构性产品的平均
预期收益率5 .22%，较上周下降
0.08个百分点；农村合作金融机
构累计发行52款理财产品，其中
人民币非结构性产品的平均预期
收益率5 .07%，较上周下降0 .13
个百分点。

按投资期限划分，上周投资
期限在一个月以内的理财产品平
均预期收益率上升0.08个百分点
至4 .52%；1至3个月期限的理财
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下降0.04个
百分点至5 .03%；3至6个月期限
的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下降
0 .05个百分点至5 .23%；6个月至

12个月期限的理财产品平均预期
收益 率 上 升 0 . 1 1个 百 分 点 至
5 .4%；1年以上期限的理财产品
平均预期收益率上升0.15个百分
点至5.49%。

业内人士分析，市场近期流
动性较为宽松，央行会被持续疲
软的经济增速“挟持”，不得不
继续放宽货币政策，四季度资金
面保持宽松是大概率事件。因
此，理财产品四季度的收益率走
势基本可以确定—依然维持向下
运行态势。在接下来的时间中，
理财产品投资最好以短期或中短
期为主。因为在不对产品收益率
抱太大希望的前提下，短期或中
短期投资可以让我们的资金较为
灵活。

近日，聊城浙江商会召开二
届二次常务会长办公会，商会名
誉会长李昌平、秘书长周玉殿及
叶希东、陈传宝、郭强等共十余人
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在新华保
险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会议室举
行，由周玉殿秘书长主持。会议就
提名副会长、中秋联谊会费用使
用情况、“百名浙商走进聊城”、商
会三周年庆典、参与聊城市铜产
业专题招商活动等五项内容进行
了商讨，并取得实质性成果。

会议中，各与会会长通过举
手表决的形式，一致同意阳谷开
山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朱赞雷、
阳谷五金商贸城总经理董全葵、
茌平浙泰塑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娟娟三人加入浙江商会，并担任
副会长职务。会议同时对“百名浙

商走进聊城”、商会三周年庆典、
聊城市铜产业专题招商活动达成
了初步共识。

会上，本次会议的承办方新
华保险聊城中支做了“金彩一生”
年金产品宣导。为承接《国务院关
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
干意见》落地，新华保险重磅推出
的年金产品“金彩一生终身年金
保险理财计划”(简称“金彩一
生”)，融合了费率市场化、商业养
老、拓宽投资渠道等诸多有利条
件，涵盖保险理财、养老、长期规
划等功能，是为中高收入人士定
制的一款利益清晰明确、稳健增
值、侧重养老的终身年金保险计
划。该计划由主险“金彩一生终
身年金保险”和附加险“附加随
意领年金保险(万能型)”组合而

成，具有锁定利益、终身享福、传
承财富、加速回报等四大鲜明特
色。各参会人员认真聆听了新华
保险高级理财规划师的产品介
绍，反响热烈，积极了解公司产
品，并表示需要及时为家庭建立
保障，以备不时之需。

会议最后，聊城浙江商会
名 誉 会 长 李 昌 平 发 表 重 要 讲
话，李会长表示商会将积极组
织活动，提升会员归属感，为会
员办实事，办好事。聊城浙江商
会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更
加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应该
吸纳更多有实力的新会员，促
进商会更好的发展；商会内部即
各成员之间应多沟通交流，密切
合作，利用好、维护好这个共同建
立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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