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照绿茶

商品名称 市场价 内购价 扫码价

日照贡青绿茶（500g） 168 158 78

山东保税产品进社区读者内购会部分进口商品价格表
商品名称 市场价 内购价 扫码价

路易斯干红葡萄酒（西班牙） 108 58 29

路易斯干白葡萄酒（西班牙） 108 58 29

彩蝶 135 85 55

露丝 115 75 45

百花骑士干红葡萄酒 119 79 49

兰贵人 158 85 55

拉美之星1 . 5l 288 218 168

自由福燕珍藏卡曼尼 236 158 108

自由福燕梅洛单品 188 128 88

桑格丽雅 198 158 98

德国费尔德小麦啤酒（500ml） 9 . 9 170 148

德国费尔德黑啤啤酒（500ml） 9 . 9 170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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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保税商品进滨州送到家门口，正宗年货开始预订

2299元元西西班班牙牙纯纯装装红红酒酒任任你你购购
日日照照绿绿茶茶热热敷敷盐盐让让你你享享乐乐购购

本报1月13日讯 (记者
王忠才) 2015年9月，本报启
动山东保税产品进社区活动
得到滨州广大市民高度认可，
首站为民社区一上午20000原
瓶原装纯进口红酒就被市民
抢购一空，第二站博兴、第三
站滨南社区、第四站麒麟阁小
区，都让市民乐购其中，自活
动启动以来，30000余支红酒
走进市民家中。春节临近，市
民再次掀起乐购狂潮，心动的
你还不行动？快拿起电话预订
你那份原瓶原装的纯进口红
酒吧。

本报开展的社区活动面
对读者的大部分商品是通过
保税物流中心直接从海外进
口，品质好，价格更让人大呼
实惠，因为省去了中间环节，
所有产品价格直降，而且部分
进口食品的价格甚至低过国
货，高品质的进口食品，最低
的价格，保证让你在保税商品
进社区体验乐购其中，原价百
元以上的红酒你在这只要花
29元，市场价三五百的在我们
活动现场仅需要百元。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原
先只是亲戚朋友出国才能带

回来的产品或者在专卖店高
价才能购买的产品，如今进入
寻常百姓家，为更好地让本报
读者享受到高生活品质，本次
山东保税产品进社区滨州站
首选彭李街道办事处为民社
区，所展出的商品均有保税物
流中心引进，提供所有产品的

海关报单和检疫检验证明。
提醒广大读者朋友，对红

酒和啤酒感兴趣的你，快来预
订吧，为增加年货种类，还增
加了日照贡青绿茶、热敷盐等
产品，无论你是走亲访友还是
自己家用，都是你不错的选
择。

只要你关注齐鲁晚报·今
日滨州微信，或者已经是
本报微信的粉丝，即可尊
享超低价选购，记住是齐
鲁晚报·今日滨州的微信
哦 ！咨 询 电 话 ：0 5 4 3 -
3211123 18754399128

猴猴年年马马上上到到，，爱爱就就大大声声说说出出来来
本报今起征集新年寄语、新年愿望、拜年微视频，我们帮您传递祝福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王
晓霜) 还有25天，羊年就要和
我们挥手作别了。为迎接新的
一年到来，即日起本报面向广
大读者征集2016年新年祝福
语、愿望以及拜年微视频，分享
您对新年的期待和对家人、朋
友的祝福。

刚刚过去的2015年里，我
们怀揣梦想，各自奔走在追梦
的路上。当时光的脚步即将迈
进2016年之际，回想一下，您的
2015梦想实现了吗？新的一年，
我们将继续创造美好的生活。
展望2016年，我们每一个人都
有一分新的企盼和梦想，在这
辞旧迎新之际，您有什么祝福
和心愿望要倾诉？你是否想以
一种特别的方式表达对美好未

来的寄语？
是向您的父母讲出心里

话？为您的朋友送上祝福语？还
是对您的恋人说出爱意……新
年将至，请您大声把祝福说出
来。即日起，本报向广大读者征
集新年寄语、愿望，并在报纸和
微信上开始刊登您的新年寄
语、愿望，传递您的祝福。

如今，4G网络时代已经铺
天盖地，大家都可以拿起手机
随手拍摄有趣、好看的微视频。
这些微视频不仅可以自娱自
乐，还可以通过本报，让更多的
人分享你的快乐。如果您不仅
想以新年祝福语的形式参与活
动，还可以自己录制一段拜年
视频，通过我们向亲朋好友拜
年。无论是家人、恋人，还是同

事、同学、朋友；不管是以新年
祝福语的方式还是拜年微视频
的方式，只要是您心中想送祝
福的对象，只要是您真心想表
达的祝福，都欢迎来show！

送出您的新年祝福有两种
方式：

1、请关注齐鲁晚报今日滨
州官方微信公众号，写好新年
祝福语后配以照片直接在后台
回复；拍摄拜年微视频后也可
通过此种方式上传。

2、写好新年祝福语后配以
照片或拜年微视频，发至本报
邮箱：qlwbbz@163 .com。

如果您还没有添加齐鲁晚
报今日滨州官方微信公众号，
请您通过以下方式添加齐鲁晚
报今日滨州官方微信公众号：

(1)扫描下方的二维码；(2)添加
微信号“qlwbjrbz”；(3)搜索订阅
号“齐鲁晚报今日滨州”添加关
注。如果方便的话，请留下您的
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从即日
起，您可以通过我们说出您对新
年的期待、送出您的祝福，我们
的截止日期是1月25日，各位读
者朋友们要尽快送上祝福哦！

咨询电话：0543-3211123

春春节节到到 写写春春联联 拿拿奖奖品品
本报“崔字牌香油”杯新春对联征集活动启动

本报讯 农历新年将至，
咱们中国人过春节的一个重要
习俗就是贴春联。即日起至1月
31日(农历小年)，本报联合瑞
福油脂推出“崔字牌香油”杯新
春对联征集活动，参与作品均
有机会选登在齐鲁晚报上，获
奖作品将得到瑞福公司提供的
奖品！

“喜气临门红色妍，家家户
户贴春联；旧年辞别迎新岁，时
序车轮总向前”。春联以对仗工
整、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美好形
象，抒发美好愿望，是汉族特有
的文学形式。对联的上下联字数
不限，但必须相等。本次新春对
联征集大赛为参赛者提供了两
大主题：一、“崔字牌”与生活。瑞
福油脂股份有限公司是全国最
大的芝麻制品公司，其主导产品

崔字牌小磨香油和芝麻酱，承袭
600多年传统工艺，为人们奉送
着最天然、最纯净、最营养的产
品，为小磨香油第一品牌，是中
华老字号、绿色食品、中国驰名
商标。现瑞福产品遍及滨州市各
大型超市，深受市民欢迎。“崔字
牌”产品对百姓生活有哪些影响
和感受，用对联描述出来吧！二、

“崔字牌”新春祝福。春节将至，
借由“崔字牌”产品传递些新春
祝福吧！

本次征集作品要求为原创，
不得抄袭、不得侵犯他人著作
权；内容健康、格调高雅、朗朗上
口、易于传播；对联单边字数不
超过15字。本活动只设奖项奖
励，无稿费。所有参与作品均有
机会选登于齐鲁晚报。大赛设一
等奖(2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

(10名)价值，获奖者均将得到瑞
福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活动参与方式：
A、投稿至 4 9 7 4 0 6 8 0 0@

qq.com邮箱，注明姓名、电话、身
份证后四位；B、关注齐鲁晚报今
日滨州官方微信，参与活动；c、
详询：137 5466 8959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王忠才 ) 参加交通银行杯
书画大赛的小朋友们，快来
领取你的奖品吧！一、二、三
等奖的获奖选手除了我们
为你准备的学习礼品，特制
的荣誉证书，优秀奖作品集
之外，你还可以领到奖金。
辛苦书绘的作品，如今得到
了回报和认可。

2015年6月15日 ,以“抵
制交通违法 引领文明出
行”为主题的滨州市“交通
银行”杯中小学生书画大赛
正式启动 ,经过两个多月的
时间 ,先后有1120名中小学
生共同提交1 1 2 7幅参赛作
品 ,围绕大赛主题 ,初步评选
出272幅作品进入网络投票
和评委评选。经过组委会和
专家评选，从中产生了一、
二、三等奖和优秀作品奖、
优秀组织奖。

大赛一等奖的获奖者
奖励价值8 0 0元奖品；二等
奖获奖者分别奖励价值500

元奖品；三等奖的获奖者分
别奖励价值3 0 0元奖品；优
秀奖若干，获奖作品均颁发
荣誉证书、奖品。

由于全市迎接创城和
近期的雾霾严重，甚至一度
出现红霾，没有及时向获奖
选手进行颁奖，希望能够理
解。

请获得一、二、三等奖、
优秀奖、最具人气奖的选手
尽快领取奖品。奖品领取日
期截止到2016年1月25日。

咨 询 电 话 ：
18754399128。

书画小朋友
速来领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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