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九寒天，冷的是环境，暖的是心境。和心爱的Ta一起，寻觅一家有着“小情
调”的餐厅，按着自己的喜好，点一些色香味俱佳的特色菜，犒劳彼此的味蕾和舌
尖，暖暖的、欢愉着……

T骨牛排 原价88元/份 码帮价49元/份
维也纳小牛柳 原价118元/份 码帮价59元/份
田园培根比萨 原价58元/份 码帮价29/份
比利时壶巴西咖啡 原价108元/壶 码帮价58元/壶

地址：玉泉森信大酒店C座二楼 电话：81919001 85108881
地址：山大南路16-3号路南 电话：81859500 88956668

海鲜混合沙拉 原价38元，码帮价：19元
DOC披萨 原价75/105元，码帮价：38/53元
喜力啤酒 原价20元，码帮价：10元
嘉士伯啤酒 原价20元，码帮价：10元
青岛啤酒 原价20元，码帮价：10元

地址：经十路19288号鲁商广场B座
204室 电话：0531-66699900

2人套餐 原价224元 码帮价112元
4人套餐 原价422元 码帮价211元
6人套餐 原价540元 码帮价270元
水饺、馄饨、米饭(面食三种任选一种)
普洱 原价148元/壶 码帮价74元/壶
日照雪青 原价128元/壶 码帮价64元/壶

地址：经十路124号省体育中心东侧
电话：0531-80261888

台湾沙茶龙鱼煲 原价29元/份 码帮价：15元/份
经典台湾三杯鸡 原价36元/份 码帮价：18元/份
泰式椰香芒果糯米饭 原价28元/份 码帮价：14元/份
冻柠七 原价：15元/杯 码帮价：8元/杯

地址：泉城路世茂国际广场西座五楼
电话：58708387

蟹粉虾仁豆腐煲 原价28元/份 码帮价14元/份

压锅滑鸡煲 原价32元/份 码帮价16元/份

麻辣脆肚煲 原价34元/份 码帮价17元/份

黄金水果捞 原价23元/份 码帮价11元/份

恒隆店地址：恒隆广场6F-610 电话：82789978
世茂店地址：世茂广场3F-316 电话：55716989

蓝莓山药 原价22元/份 码帮价11元/份
瓦罐凤爪 原价42元/份 码帮价：21元/份
白葡萄酒蛤蜊蒸水蛋 原价22元/份码帮价11元/份
金瓜玉米汁 原价29元/扎 码帮价14元/扎

原价13元/杯 码帮价6元/杯

地址：恒隆广场603 电话：82789968
地址：雨滴广场202 电话：82789969

地址：和谐广场南区101F—201 电话：81619739

风味干蒜鸡 原价38元， 码帮价19元；

港式炸香蕉 原价22元， 码帮价11元；

秘制脆乳肉 原价38元， 码帮价19元；

青岛优质啤酒 原价7元/瓶，码帮价3 . 5元/瓶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千佛山路9-10号
电话：0531-88582999

内府极品烤鸭 原价218元 码帮价109元

红遍京城 原价68元 码帮价34元

内府煎封牛肉粒 原价49元 码帮价25元

清八旗烧烤羊脊 原价129元 码帮价65元

雪花啤酒勇闯天涯 原价7元 码帮价3 .5元

地址：济南泺源大街1号银座新天地内
电话：0531-86983999

蒜蓉蒸鲍鱼 原价18元/只 码帮价：9.9元/只(每位会员限购2只)；

碳烤烧鸭(半只) 原价36元/份 码帮价18元/份；

泰式喷柠鸡 原价39元/份 码帮价26元/份；

蜜汁叉烧肠 原价12元/份 码帮价6元/份；

椰浆西米水果捞 原价36元/份 码帮价18元/份

地址：济南和平路55号
电话：0531-86565665

烤海捕大虾 原价28元/只 码帮价14元/只，每人限购一只
桑拿肥蛤 原价36元/份 码帮价18元/份，每桌限一份
9寸水果披萨 原价28元/份 码帮价14元/份，每桌限购一份
青岛优质瓶啤 原价8元/瓶 码帮价4元，每桌限量10瓶
以上只供码帮成员店内消费，不外卖

地址：济南市黑虎泉北路187—17号
电话：0531—83886888 86879777

麻辣鸡胗(火锅) 原价58元/份 码帮价29元/份
麻辣鸭头(火锅) 原价36元/份 码帮价18元/份
肘子骨 原价38元/份 码帮价19元/份
加多宝 原价5元/罐 码帮价2 . 5元/罐
(仅限堂食，每款半价菜品每桌只限一份)

地址：小清河南路8858号恣街9号铺
订餐电话：13475969993

孜然“翼龙”翅 原价10元/串 码帮价5元/串

“远古”鸡肉串 原价2 . 5元/串 码帮价1 . 25元/串

浪漫“偶”遇 原价16元/份 码帮价8元/份

橙汁 原价8元/杯 码帮价4元/杯

地址：大明湖西南门明湖湾三楼东铺
电话：86097007

碳烤鲫鱼 原价15元/条 码帮价7 . 5元/条

迷你飘香鱼 原价88元/份 码帮价44元/份

辣子全鸡 原价98元/份 码帮价49元/份

崂山啤酒 原价5元/瓶 码帮价2 . 5元/瓶

地址：小清河南路8858号恣街13号铺
电话：13287728109 13854105444

咕噜炒鸡 原价：98元/例 码帮价：49元/例
桑拿花蛤 原价：20元/例 码帮价：10元/例
黑椒肥牛 原价：4元/串 码帮价：2元/串
疯狂烤肠 原价：10元/串 码帮价：5元/串
喜力啤酒 原价：20元/瓶 码帮价：10元/瓶(每桌限购6瓶)

地址：山大路数码港大厦A-101(山大
北路交叉口) 电话：0531-88883456

南美烤羊排 原价46元/斤 码帮价23元/斤
南美烤心管 原价48元/大串 码帮价24元/大串
法式全鱿鱼 原价18元/整条 码帮价9元/整条
崂山啤酒 原价5元/瓶 码帮价2 . 5元/瓶

地址：小清河南路8858号恣街6号铺
电话：0531-66956656

炒杂菜 原价40元/份 码帮价20元/份

香菇炒牛肉 原价45元/份 码帮价22 . 5元/份

三彩鸡 原价45元/份 码帮价22 . 5元/份

烧酒真露 原价35元/瓶 码帮价17 . 5元/瓶

地址：济南开元广场明湖湾3F
电话：67717979

肉皮花生 原价16元/份 码帮价8元/份

湖虾炒鸡蛋 原价23元/份 码帮价12元/份

家常墨鱼丸 原价29元/份 码帮价15元/份

雪花勇闯天涯 原价7元/瓶 码帮价4元/瓶

葫芦康家常菜馆 电话：88018285
葫芦康辣椒炒肉(喜宴楼)电话：58582828

秘制羊肉大串 原价68元/斤 码帮价48元/斤
麻辣花蛤 原价38元/份 码帮价19元/份
烤翅中 原价4元/个 码帮价2元/个
台湾风味烤豆腐 原价2元/串 码帮价1元/串

青岛啤酒(青岛产) 原价10元/瓶 码帮价5元/瓶

地址：经十路与玉函路交叉口东南角
电话：15726178295

巴山口水鱼 原价68元 码帮价34元

麻辣香锅 原价68元 码帮价34元

叫化牛蛙 原价68元 码帮价34元

所有鲜榨果汁\冷饮\热饮 原价68元 码帮价34元

地址：泺源大街1号
电话：0531—86999388 86951303

淮南牛肉汤 原价45元/例 码帮价23元/例

刘安点丹 原价28元/例 码帮价14元/例

夏集贡丸 原价28元/例 码帮价14元/例

桂圆枣汁 原价48元/扎 码帮价24元/扎

地址：北园大街389号齐鲁国际美食广场
B区18号 电话：86119799

特色麻辣烤鱼 原价88元/份 码帮价44元/份
特色烤鸡 原价38元/份 码帮价19元/份
地锅特色排骨炖鸡(草鸡3斤、排骨2斤、涮菜4份)

原价190元/份 码帮价95元/份
稻花香黄金宴白酒 原价58元/瓶 码帮价29元/瓶

地址：济南市舜玉路舜玉公园内
电话：82761111

单县羊肉汤 原价16元/份 码帮价8元/份
单县拌羊杂 原价26元/份 码帮价13元/份
特色晾干肉 原价32元/份 码帮价16元/份
扳倒井38° 原价30元/瓶 码帮价15元/瓶
(仅限堂食，每款半价菜品每桌只限一份)

地址：小清河南路8858号恣街18号铺
电话：61300218 13145479995

爆炒腰花 原价42元 码帮价21元
炒里脊丝 原价28元 码帮价14元
炸松肉 原价32元 码帮价16元
崂山啤酒 原价4元/瓶 码帮价2元/瓶

地址：小清河南路8858号恣街8号铺
电话：0531-85869876

油泼面(小份) 原价10元/份 码帮价5元/份
粉汤羊血(小份不含饼) 原价13元/份 码帮价6 . 5元/份
秦镇米皮 原价8元/份 码帮价4元/份
冰峰汽水 原价5元/份 码帮价2 . 5元/份
(仅限堂食，每款半价菜品每桌仅限一份)

地址：历城区华龙路中段(七里河小区
北门东邻20米) 电话：89000855

葱油多宝鱼 原价24元 码帮价12元
清汆猪肉丸子 原价30元 码帮价15元
八宝花生 原价12元 码帮价6元
崂山啤酒、趵突泉啤酒 原价4元 码帮价2元

地址：经十西路14465号长清大桥北200米路西
电话：87239689，13608935405

地址：济南市槐荫区经三路242号
电话：88718861

红烧明太鱼 原价40元/份 码帮价20元/份
东北杀猪烩菜 原价38元/份 码帮价19元/份
东北大拉皮 原价16元/份 码帮价8元/份
雪花勇闯天涯 原价6元/瓶 码帮价3元/瓶
玉米汁热饮 原价28元/扎 码帮价14元/扎
(仅限堂食，每款半价菜品每桌只限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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