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3月6日 星期五 <<<< 码帮 D09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浆水泉路10号

电话：88802727

金汤龙利鱼：原价58元/份 码帮价29元/份

金牌干炒鸡：原价58元/份 码帮价29元/份

招牌杏鲍菇：原价32元/份 码帮价16元/份

蓝莓山药泥：原价38元/份 码帮价19元/份

百威啤酒500ml：原价22元/瓶 码帮价11元/瓶

虎牌进口扎啤1000ml：原价36元/扎 码帮价18元/扎

双人套餐 原价176元 码帮价66元

三人套餐 原价259元 码帮价99元

西瓜汁、哈密瓜汁、雪梨汁(三选一)

原价38元 码帮价19元

地址：济南市阳光新路中段路东64号
电话：0531-67819688

秘制红烧肉 原价48元/份 码帮价24元/份；
酱肉烧茄子 原价38元/份 码帮价19元/份；
一品千叶豆腐 原价38元/份 码帮价19元/份；

“正山小种”、“大红袍”功夫茶：原价128元/壶，码帮价64元/壶

地址：明湖路与县西巷交叉口(新坊巷
东区109室) 电话：15318837199

冬瓜薏米煲老鸭 原价42元/煲 码帮价21元/煲

牛肉拉肠粉 原价16元/例 码帮价8元/例

客家大盆菜 原价46元/份 码帮价23元/份

黑米核桃汁 原价46元/扎 码帮价23元/扎

地址：恒隆广场四楼467号 电话：88518968
地址：工业南路丁豪广场3楼321号 电话：82986188

韩式海鲜饼： 原价17元/份 码帮价8 . 5元/份

韩式石锅拌饭： 原价26元/份 码帮价13元/份

海鲜豆腐锅： 原价29元/份 码帮价14 . 5元/份

红豆奶茶： 原价12元/份 码帮价6元/份。

地址：济南泉城路世茂国际广场4层
电话：55729099

干煸皮皮虾： 原价88元/份 码帮价44元/份

簋街牛蛙： 原价98元/份 码帮价49元/份

辣家特色烤脑花：原价18元/份 码帮价9元/份

北冰洋汽水： 原价8元/瓶 码帮价4元/瓶

地址：济南历下区明湖湾开元广场288号
电话：87158555

沙朗牛排套餐 原价55元/份 码帮价28元/份

丁骨牛排套餐 原价59元/份 码帮价30元/份

牛肉番茄意大利面原价18元/份 码帮价9元/份

香芒优酪多 原价16元/杯 优惠价8元/杯

地址：堤口路68号(大润发东临30米)
南益·名泉广场2楼 电话：85987278

金牌烤乳鸽：原价58元/只 码帮价29元/只

压锅碟鱼头：原价88元/例 码帮价44元/例

牛蒡炒肉丝：原价48元/例 码帮价24元/例

青岛优质：原价12元/瓶 码帮价6元/瓶

另有每天一款特价菜，实惠多多！

地址：济南市英雄山路155—1号
电话：86139728

丽天烧鸭 原价48元/份 码帮价24元/份
辣炒花蛤 原价18元/份 码帮价9元/份
白菜丝拌蜇皮 原价18元/份 码帮价9元/份
玉米汁 原价38元/份 码帮价19元/份
(以上每桌各限一份)

地址：济南市经一路66号
电话：82688888

胶东大炖菜 原价48元 码帮价24元

椒麻鱼片 原价78元 码帮价39元

砂锅老南瓜 原价48元 码帮价24元

鲜榨西瓜汁 原价68元 码帮价34元

地址：济南市泺源大街6号
电话：89936003 89936004

鞭笋煲老鸡 原价88元/例 现价：44元/例

长清湖野生湖虾原价68元/例 现价：34元/例

有机菜花野猪肉原价38元/例 现价：19元/例

花生山药汁 原价68元/扎 现价34元/扎

地址：济南长清区大学科技园海棠路6号
电话：0531-87230777

孔府砂锅老豆腐 原价36元/份 码帮价18元/份

干菜焖肉 原价48元/份 码帮价24元/份

有机小白菜炖肉丸原价36元/份 码帮价18元/份

养生玉米汁 原价88元/扎 码帮价44元/扎

地址：济南市经一纬三升平街1号
电话：86050751

二楼零点餐厅码帮五折特惠

老济南烩松肉 原价48元/例 码帮价24元/例

炝拌腰花 原价58元/例 码帮价29元/例

地址：济南市解放路165号

电话：0531-86968888-1288

馋嘴粒粒香 原价56元/份 码帮价28元/份

葱油黄花鱼 原价68元/份 码帮价34元/份

新派葱烧海参 原价108元/位 码帮价54元/位

鲜榨果汁 原价68元/扎 码帮价34元/扎

地址：济南市纬二路8号(天桥南路东)
电话：0531—86030056/86030057

地址：天桥区重汽翡翠郡东门往南100米
电话：86972666

锅底：原价20元 码帮价10元(每桌赠送羊

肉丸子一盘)

手切鲜羊肉：38元/盘 码帮价28元/盘

手切极品肥牛：38/盘 码帮价28元/盘

金金牌牌羔羔羊羊 原价38元/份 码帮价19元/份；
蔬菜拼盘 原价18元/份 码帮价9元/份；
木炭火锅锅底 原价20元/份 码帮价10/份；
景阳春500ml蓝瓷白酒 原价88元/瓶

码帮价44元/瓶

地址：市中区建新路32号(市工商局西临路南)
电话：82760721 15905315852

锅底(油菜、白菜、生菜球、菠菜、糖蒜每人一头、豆

腐乳2块、韭花酱一碟)：原价40元 码帮价20元

羊肉丸：原价38元/盘 码帮价19元/盘(首份)

地址：经十路玉函路交叉口东南角
电话：15726178295

美味酸菜锅：原价20元 码帮价10元
牛肉块：原价20元/碗 码帮价10元/碗
炸酥肉：原价16元/碗 码帮价8元/碗
小油条：原价6元/碗 码帮价3元/碗
青岛优质啤酒：原价6元/瓶 码帮价3元/瓶

地址：堤口路大润发南邻七天酒店隔壁
电话：81609889

手工羊肉丸：原价28元/份；码帮价14元/份(首份)

养生大骨汤：原价6元/份，码帮价3元/份(首份)

地址：济南市经十路15732号
电话：82666077

包心鱼丸 原价12元/份 码帮价6元/份
手切鲜牛肉 原价38元/份 码帮价19元/份
鲜虾滑 原价28元/份 码帮价14元/份
烤鱼双人套餐 原价100元 码帮价69元
烤鱼四人套餐 原价155元 码帮价109元
青岛优质 原价6元/瓶 码帮价3元/瓶
码帮成员到店咖啡、酸梅汁免费畅饮。

地址:泺安路18号尚品清河商业街
电话:85930888

砂锅煨凤爪 原价59元/份 码帮价30元/份

沂蒙风光 原价39元/份 码帮价20元/份

辣炒花蛤 原价19元/份 码帮价10元/份

张裕美乐窖藏原价108元/瓶码帮价54元/瓶

地址：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5号楼
电话：88955268 88955298

地址：二环东路3496号百花公园东门对面
电话：67878888

煎饼卷大葱：原价28元/份，码帮价14元/份

松菇烩酥肉：原价58元/份，码帮价29元/份

芙蓉蒸三鲜：原价38元/份，码帮价19元/份

胡萝卜汁：原价38元/份，码帮价19元/份

(以上菜品每桌限点2份，只供店内消费，不可外卖。)

8人餐 原价762元，码帮价399元，

10人餐 原价984元，码帮价699元；

12人餐 原价1299元，码帮价999元。

鲜榨果汁 原价78元，码帮价39元。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千佛山路9号
电话：13791109717

原壳卤鲍 原价18元/只 码帮价9元/只
鲜虾粉丝煲 原价28元/份 码帮价9元/份
脆香鱿鱼圈 原价22元/份 码帮价11元/份
馋嘴辣麻鸭 原价24元/份 码帮价12元/份
原味豆桨 原价18元/扎 码帮价9元/扎

地址：经七路西口843号
电话：87129986 87129987

AA套套餐餐(4人餐) 原价596元 码帮价298元

B套餐(6人餐) 原价796元 码帮价398元

C套餐(8人餐) 原价1196元 码帮价598元

地址：北园龙都国际酒店西邻路北
电话：85978488

梅菜扣肉 原价38元 码帮价19元
五粮香麻芋 原价28元 码帮价14元
海捕大虾 原价22元/只 码帮价11元/只，每人限购一只
青岛优质啤酒 原价8元 码帮价4元，每桌限量6瓶
(以上只供码帮成员店内消费，不外卖。)

地址：济南市槐荫区张庄路169号
电话：0531—85981919

风味茄子 原价18元 码帮价9元
风干鸡 原价38元 码帮价19元
香辣小河虾 原价18元 码帮价9元
雪花啤酒免费。

地址：济南市济齐路33号匡山公园东区
电话：0531-85998111

精品羊肉卷：原价38元/份 码帮价19元/份
梅林午餐肉：原价18元/份 码帮价9元/份
高山娃娃菜：原价8元/份 码帮价4元/份
豆油皮：原价10元份 码帮价5元/份
(以上菜品每桌限点一份，只供店内消费。本活动不
与店内其它优惠共享。)

地址：泉城路恒隆广场六楼西塔606A
电话：6666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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