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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周周末末大大连连淡淡干干海海参参再再度度开开抢抢
原价4300元活动价仅售2280元，买一斤淡干海参送三斤即食海参

本报聊城1月21日讯(记者
张召旭) 本报海参直销惠活动
启动以来，受到市民的广泛关
注，前两批大连野生淡干海参已
经全部售馨。应广大市民要求，
本报再次进购了一批淡干海参，
将于本周末再度开抢，本次特卖
会销售的大连野生淡干海参原
价4300元/斤,活动只售2280元。此
外,活动期间,凡是够买1斤大连淡

干海参送三斤深海野生即食海
参(198元/斤)。

2015年12月份，本报海参特
卖会活动受到众多水城市民的
追捧，本报前两批进购的大连淡
干海参和深海野生即食海参已
经被市民抢购一空。“上个月我
一直在外地出差，所以没有抢
到，不知道你们那还有没有淡干
海参，我想买上两盒送给父母和
妻子补一补。”市民王先生正为
出差在外没能抢到质优价廉的
大连淡干海参而懊恼。本次特卖
会上，价值数十万元的优质海参
被市民抢购一空。不少市民吃后
还念念不忘,不断打听着下次特
卖会的日期。

为了让更多的市民买到优
质大连淡干海参，本报再次进购

了一批淡干海参，将于本周末再
度集中开抢，市民切莫错过最后
的购买良机。本次特卖会销售的
大连野生淡干海参原价4300元/
斤,活动只售2280元。此外,活动期
间,凡是够买1斤大连淡干海参送
三斤深海野生即食海参(198元/
斤)。

冬季食补“春夏养阳,秋冬养
阴”,冬天食补最主要目的在于增
加肌体免疫功能,增强御寒能力。
中国民间有“冬至一阳生”的说
法,所以中国人有在冬至吃牛肉、
羊肉的说法。“冬至开始吃海参,
吃上九九八十一天,一年陈病不
犯。”民间这句谚语道出了海参
温补的作用。海参补肾,尤其壮精
气。

海参补肾经,益精髓,海参肉

质软糯、营养丰富,是典型的高蛋
白、低脂肪食物,滋味腴美、风味
高雅,是久负盛名的名馔佳肴,与
燕窝、鲍鱼、鱼翅齐名。《本草纲
目》也记载,海参,味甘咸,补肾,益
精髓,壮阳疗痿,其性温补。现代
科学研究证明,海参确实与众不
同。可以说海参是非常适合中老
年人群食用的补品,“送海参就是
送健康”,便是对海参最为贴切的
描述。所以老人冬天日食一参,足
可起到固本培元、补肾益精的效
果。经常吃海参的老人,免疫力会
有显著的提升,体质有明显改善,
几乎很少感冒。

真正纯天然无公害的野生
海参采用传统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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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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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胶糕哪个牌子好？

元元胶胶堂堂，，春春节节送送礼礼首首选选佳佳品品

本报聊城1月21日讯(记者
张召旭) 还在为春节送礼送什
么为难吗？送烟伤肺，送酒伤胃，
送卡行贿，送健康才对，送元胶
堂阿胶糕，高端，大气，上档次！
送客户，送爱人，送女友，送同
事，送爸妈，送自己，美丽又健
康，已经有老板准备给员工发福

利了，自己吃，过节送礼都可以
今年过节不送礼，送礼就送元胶
堂阿胶糕！

临近农历新年，各家各户开
始进入置办年货的阶段，同样很
多人也开始苦恼年年都是老样
子，伴手礼买不出什么新意。记
者走访各大商超发现，许多商品
的新年礼盒多主打“健康”、“团
圆”的概念。近日，一款阿胶糕进
入了消费者的视野，这款由东阿
县百康阿胶制品有限公司推出
的元胶堂阿胶糕改良了传统点
心的甜腻，同时丰富了口感，绵
密的同时还有Q弹的齿间感受和
黑芝麻的回香。

阿胶自古以来就是滋补佳
品，也是诸多养生、爱美人士的
大爱，尤其被月经不调、痛经、更
年期等女士还有产后妈妈们奉

为食补上品。最近，阿胶糕更是
作为一种礼品出现在了社交的
深厚友谊中以及佳节的浓厚氛
围里。它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一
种养生补品，更是蕴含了浓浓的
中国传统文化。提到阿胶，古代
就早有朝梁代陶弘景《名医别
录》曰：“出东阿，故曰阿胶也”。
东阿独特的水质、气候、原料、技
术决定和创造了东阿产的好阿
胶不可复制的神奇。东阿作为中
国阿胶之乡，久盛不衰，素有“道
地阿胶之王”的美称。

女士长期服用满妃阿胶糕，
能使皮肤变白变光滑、气色红润
有光泽、胸部坚挺丰满，还能调
理因气血不足引起的虚胖与暴
瘦，有效改善月经不调、痛经、头
晕目眩、心悸失眠、食欲不振及
贫血。男士长期服用满妃阿胶糕

能增强免疫力、抗疲劳、补肾固
元、改善痛风。适用于体质虚弱、
易疲劳、工作压力大的男士。孕
妇服用满妃阿胶糕可以补气养
血、安神、保胎安胎、润肠通便。
产后服用满妃阿胶糕可以快速
补充生产过程中损耗的元气，恢
复体质，避免因气血不足引起的
月子病。

人到老年，很容易患高血
压、低血压等疾病，阿胶对血液
粘稠度增加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中老年人服用阿胶可促进血液
循环，改善微循环，防治脑动脉
硬化，抗心律不齐等作用，可使
高血压和过低血压恢复正常状
态。阿胶以滋阴养营，使心肾交
而躁动安，补肾益精，充脑养神，
开窍益智，通达灵窍，临床治疗
老年下痴呆有很好的疗效。阿胶

还具有耐缺氧、抗疲劳、增强机
体免疫力的作用，能使中老年人
服用后身体健壮、减少疾病。

本报所售元胶堂阿胶糕以
特惠价回馈水城读者，本次所售
的阿胶糕分为PVC盒装和礼盒
装两种，PVC盒装阿胶糕售价99
元，礼盒装阿胶糕售价1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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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无传销城市，高压严打传销犯罪

东东昌昌府府区区捣捣毁毁传传销销窝窝点点2233处处
本报聊城 1 月 2 1 日讯 (记

者 谢晓丽 通讯员 蒋志
红 徐焕金 ) 春节临近，记
者从东昌府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获悉，对传销违法犯罪行为
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在创建无
传销城市工作中，捣毁传销窝
点23处，抓获传销人员179人，
对传销犯罪“打早、打小、露头
就打”。

记者了解到，东昌府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对传销犯罪“打
早、打小、露头就打”，坚持日

常监管和重点领域监管相结
合，对传销违法犯罪行为保持
高压严打态势，结合“无传销社
区(村)”、“无传销校园”创建活
动，联合公安等部门加大查案
力度，以城乡结合部、出租房
屋、闲置民房、城中村和涉传频
发场所等区域为监管重点，对
传销活动保持严打态势，先后3
次开展了传销专项集中整治行
动，增强对传销多发区、易发区
的整治。同时制作了“打击传销
联系卡”，标明辖区监管人员姓

名及联系方式发放到社区和群
众中，鼓励群众对传销活动进
行 举 报 ，做 到“ 即 发 现 、即 查
处”、“即举报、即查处”。

截至目前，该局联合区公
安 部 门 累 计 出 动 执 法 人 员
3100人次，编发防传打传宣传
短信 1 . 1万余次，捣毁传销窝
点23处，抓获传销人员179人，
传销刑事案件破获3起，立案3
起，4人被刑事拘留；行政案件
立案 2起，3人被行政拘留，其
他人员全部被教育遣返。

聊聊城城一一批批次次药药品品抽抽检检不不合合格格
药品名称为胃炎合剂，生产单位为冠县人民医院

本报聊城1月21日讯 (记者
焦守广) 1月18日，山东省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其官网发
布2016年第1期山东省药品质量
公告，抽验药品4430批，发现不
符合标准规定药品49批。其中
聊城冠县人民医院生产的胃炎
合剂“上榜”。

2015年下半年，山东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对全省药
品生产环节进行了药品质量抽
验。其中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组织
开展的随机性评价性抽验3010
批，合格3006批，发现不符合标
准规定药品4批。另外，各市食品
药品监管局针对重点药品品种
组织开展的重点监督抽验1420

批，合格1375批，发现不符合标
准规定药品45批(包括18批中药
饮片、27批医疗机构制剂)。

根据公告，重点监督抽验
中，冠县人民医院生产的“胃炎
合剂”(批号42254)不符合标准，
不合格项目为“含量测定”，检
验单位是聊城市食品药品检验
检测中心。

记者在不合格名单中发
现，不少的不合格药品抽检自
公立医院。例如济南市长清区
人民医院的氯化钾口服溶液含
量测定不合格；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青岛)的炉淀粉洗剂含量
测定不合格。记者统计发现，有
十余家公立医院的药品被检出

不合格。
据了解，药材质地和待测

成分的理化性质，溶媒品种用
量、提取次数、浸提时间、浸提
温度，浓缩、干燥、精制等条件、
工序都对含量测定产生影响。

对本次公告不符合标准规
定的药品和相关药品生产企
业，有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已经根据《药品管理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组织查
处。

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上述
批次药品虽不是假劣药品，但
属于不合格产品，请谨慎购买。
同时服药要看清药品的主要成
分，以免影响身体健康。

山东工程技师学院
首邀外国专家开讲座

“2016外国专家系列专题讲座活动”拉开序幕

本报聊城1月21日讯 (记
者 张跃峰 通讯员 刘勇
杰) 1月20日，山东工程技师
学院邀请墨西哥籍专家、上海
观致汽车资深自动化数据管
理工程师Luis先生举办专题讲
座，这是该院办学史上第一次
聘请外籍专家开办讲座，同时
标志着“2016外国专家系列专
题讲座活动”拉开了序幕。

据介绍，Luis先生曾任美
国通用汽车公司设计工程
师、德国EDAG汽车工程设计
公司工程技术总监、宾尼法
利那汽车工程设计公司工程
部经理。他在讲座中根据自
身多年工作经验，结合专业
发展建设需求，利用课件展
示、视频播放等手段，深入浅

出地讲述了汽车车身设计、
焊接自动化、汽车装配新技
术及发展趋势等内容，开拓
了教师视野，对专业建设、学
生培养方向提出了很好建
议，之后又与相关系部主任、
教研室主任和骨干教师进行
了座谈。与会教师争相提问，
就本专业高端前沿课题展开
深入学习探讨。

山东工程技师学院“2016
外国专家系列专题讲座”活
动，是根据山东省人社厅“提
高技工院校专业化、市场化、
国际化水平”的要求做出的一
项重要举措，是该院迈出国际
化办学的重要一步，为今后拓
展国际视野、提升办学水平起
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1月20日，山东工程技师学院邀请墨西哥籍专家Luis先生举办专
题讲座。本报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刘勇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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