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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贸 快 讯

国贸一楼黄金珠宝城老
庙黄金品类齐全、款式经典
时尚、做工精湛，柜面婚嫁系
列、情有独钟系列、珍爱一生
系列精心为您设计，寓甜蜜、
幸福、长长久久。欢迎光临
体验佩戴，尊贵会员优惠价
酬宾！

国贸一楼国际名品柜世
界美妆：兰蔻、雅诗兰黛、雪
花秀、香奈儿——本季护肤
系列新品全面为您精心准
备，让经过炎日夏季考验的
你，再来个全面呵护，让四季
的你永远青春靓丽！

国贸一楼鞋城贵派专厅
秋季款上新，休闲舒适款、英
伦商务款、时尚潮流款、每款
都带你演绎初秋的气息，全
场 新 品 5.5 折 ，部 分 促 销
58—238元，欢迎选购！

国贸一楼鞋城沙驰专厅
重装升级啦！2017 秋款全
面上柜，进口鞋系列、传统正
装系列、时尚商务系列，每款
都以匠心手艺塑造男人自我
风范！新柜迎宾全场新品
8.8 折，部分促销 499 元起，
欢迎新老顾客选购！

好消息：国贸大厦二楼
娅格女装亲情回馈广大消费

者，部分商品原价399元，现
只需 99 元，一样的品质，低
廉的价格，货品数量有限哟！

商情速递：国贸二楼女
装优雅丽人佳专厅为感谢广
大消费者的厚爱，特从厂方
组织一批外套128 元起低价
酬宾。

新品快讯：国贸二楼时
尚品牌女装舒朗秋季新品精
彩绽放，光鲜靓丽的针织衫，
雍容富贵的双面绒，简约大
方的小香风外套，用你的时
尚装扮你的魅力吧！

男人的秋季怎能少了夹
克？一件百搭的夹克追求时
尚，低调中透着奢华。国贸
二楼男装城雅戈尔、卡莱米
路、GABBANIE……给你多
种选择。

国贸三楼马克华菲秋装
新品全面上市啦，无论是优
雅轻奢还是运动潮尚，这个
秋天马克华菲和您一起享时
尚，让你“衣”想不到。

穿上 TA，立 马 化 身 赛
场运动宝贝！国贸三楼巴
拉巴拉给宝贝们准备了冲
锋衣，不仅轻便好看，还有
很强的透湿和防护性，让宝
贝运动场上最闪亮耀眼。

疯狂生日 Party ，德润
全场半价起，9月 26日轰动
全城！

新品快讯:
德润五楼家纺城罗莱生

活、水星家纺、巴黎春天、悦
达家纺 2017 年新款温情上
市，贴心的面料，精致的做
工，温馨的花型，款款都能彰
显高贵和优雅的品质，另有
部分精选款特惠酬宾！

德润广场金秋婚嫁季浪
漫开启啦！婚礼服饰、珠宝
首饰、美鞋美包、护肤化妆、
婚庆电器、婚庆床品等结婚
用品一站式备齐。9 月 18
日-10月8日活动期间，新人
们在德润购买成套婚嫁用品

可享受一站式服务、最低优
惠 ，赠 送 停 车 劵 ，另 购 满
10000、20000、30000元即送
不同档次甜蜜礼品一份！

超市专场活动：
活动主题：辉煌店庆礼

惠全城、双节同庆欢乐共享！
活动时间：9 月 22 日至

10月4日
活动内容：（一）精彩周

年庆、好礼喜相迎；（二）降价
风暴，震撼登场；（三）折上
折、更给力；（四）赏月在德
润、情浓意更浓；（五）喜迎国
庆、欢度佳节；（六）缘定今
生、婚庆展示。（详见超市
DMA邮报)

德 润 聚 焦

百 盛 商 情

周 末 市 场
本报讯（记者 王建生）国庆假

期即将来临，9月20日，中国消费者
协会和澳门消费者委员会联合发布

“赴澳门旅游消费锦囊”，供内地消
费者在澳门旅游购物时参考。

锦囊一：消费购物五注意

1、在餐饮消费时，注意计价单
位

澳门部分餐饮场所，会向消费
者收取“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五的
服务费”。另外，在新春、国庆节等
法定节假日，澳门各类餐厅、饮食店
或会收取额外的附加费。根据澳门
法例规定，领有合法经营牌照的餐
厅、饮食店都要把食（饮）品和服务
的价格，以及任何附加收费标示在
餐牌内或场所内。

对以单位计价的食（饮）品，购
买前应问清是以“每桌”“每位”“每
碟/碗/杯”等哪种单位来计价。以

“时价”标示的食（饮）品，下单前要
先问清楚“时价”的标准，避免结账
时，出现纠纷。

2、购买黄金首饰时，注意黄金
含量和价格

根据澳门法律规定，足金金饰
的黄金含量纯度不得少于千分之
990。同时俗称“18K 金”或“14K
金”等彩金产品，不能称为“足金”。
而“K金”或“彩金”金饰的黄金含量
纯度，也要符合法定标准。澳门法
律规定所有黄金产品都要在产品及
单据上标注其黄金含量纯度, 商家
也要在营业场所张贴有关黄金成色
的告示,消费者选购时可以询问商
家有关信息。

收费方面，足金金饰一般会按

当天饰金牌价计算，另外加上手工
费及佣金等费用。而“K金”或“彩
金”金饰当中价格不一定与其黄金
含量相符,主要取决于货品的款式
特色，因此，提醒消费者在选购黄金
产品时，要根据自身需求去考虑。

3、选购手表时，注意手表的产
地来源

消费者在澳门选购手表时，应
先了解目标品牌官方网站中的资
料，购买时要确定品牌的名称，包括
外文和中文翻译，型号、功能等，并
向商家索取发票、产地证明和保修
卡，保修卡要有商号的公司盖章才
生效。

在选购商家所推介或声称“瑞
士制造”的手表前，应当了解，是否
同时符合“瑞士制造”手表的三个条
件：(1)机芯为瑞士生产；(2)在瑞士完
成组装；(3)在瑞士完成生产者的最
后检测。

4、选购手机时，注意价格及保
修

在澳门购买的手机不适用内地
“三包”规定，消费者可先通过官方
网站了解相关产品价格和其他信
息。澳门销售的手机有“行货”和

“水货”，都是原厂生产。对于“水
货”，通常不能享有免费保修服务，
甚至被拒维修，或要缴付较高的维
修费用。消费者在购买手机时，要
问清手机是否可以在内地使用，并
使用自已的 SIM 卡来测试要购买
的手机。切记向商店索取及保留购
物单据，可考虑选择“诚信店”，因为
手机如有材料或工艺上的瑕疵，消
费者可于购买日起计，“诚信店”七
天内会为消费者更换同款同型号商
品（品牌商另有明文规定除外）。

5、购买其他电子产品时，留意
内地是否有保修服务

消费者购买电子产品前，应先
对所计划购买的电子产品信息进行
了解，例如可通过在互联网上查找
相关产品之官方网页，以了解相关
产品的型号、规格、功能、零售价格、
评测报告、配件等信息；购买时，要
问清楚产品货源、保修条件及范围，
尤其是否提供全国联保。在澳门当
地出售的电子产品，目前不适用内
地“三包”的规定，遇到问题澳门消
委会将依据当地相关规定处理解
决。

由于澳门不同商家可订立不同
价格，有时价格会相差甚远，所以消
费者在购买前谨记货比三家，在不
同商家进行价格比较，要了解清楚
再去购买。切记向商店索取及保留
购物单据，而单据应载有商店名称、
货品名称、交易金额、交易日期，以
及特别的交易内容（如注明货品属

“行货”或“水货”等）。

锦囊二：可选择“诚信
店”购物

消费者可选择在澳门
消费者委员会确认为“诚
信店”的商家购物，可以获
得更好的保障。“诚信店”
标志的年份必需是当年年
份，资格才被确认。诚信
店名单及详细资料可浏览
澳门消委会网页（www.
consumer.gov.mo），或关
注消委会微信账号。

锦囊三：维权合作协议
设绿色通道

澳门消委会与内地多个省市消
协（委员会）签署合作协议，定立了
简便与快捷的处理机制。内地签署
协议的省市消协（消委会）名单可点
击 ： http://www.consumer.gov.
mo/AboutUS/allide.aspx?lang=
zh查看。

锦囊四：消费争议仲裁中心为
旅客提供跨区仲裁服务

当发生纠纷时，可以通过澳门
消委会消费争议仲裁中心提供的快
捷、公平、免费的调解及仲裁处理，
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委会辖
下的消费争议仲裁中心专门处理金
额在50,000或以下澳门元(折合约
41,000人民币)的消费争议，内地消
费者返回原居住地提出消费申诉
后，如因争议无法解决，可以要求通
过仲裁中心解决与商号的争议。

百盛一楼黄金珠宝柜上
海老庙黄金优惠价酬宾，九
天、传瑞灵玉、紫金阁全场
4.8折回馈消费者，加快脚步
抓紧来选购吧！

百盛一楼名品鞋城秋季
新品全线上市，木林森、七匹
狼、红蜻蜓、IXG、万里全场
仅60元起售，买到就是赚到，
赶快来挑选心仪的一款吧！

商情速递：百盛三楼女
装林子、飘轩、荣萍、爱、自我
等众多女装与您相约，精益

求精的设计，时尚经典的款
式，款款都有它独特的风格！

百搭的夹克追求时尚，
低调中又透着奢华。百盛三
楼男装城圣禧郎、明星车、培
罗蒙、GABBANIE……给你
多种选择。

商情速递：百盛二楼儿
童用品城童淘专厅2017年时
尚的秋装新款全面上柜了，
可爱的、动感的、卡通的……
让您的宝贝们可爱、俏皮、更
帅气。

德润超市 4 周年庆活动开幕啦！活动期间万余商品超值回馈，五十余品类 3 折起售！国庆中秋佳节即
将来临，德润超市还精心准备了品牌月饼、红酒、地方特产名优品等，欢迎选购。 谈文佳 摄

水果和蔬菜是人类膳食中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人们除了选择食用新鲜果蔬
外，现榨果蔬汁因为更加新鲜营养而逐渐
受到青睐走入日常生活，并在一些餐馆、
街头饮品店成为消费时尚。

现榨果蔬汁，是指以新鲜水果、蔬菜
为原料，通过压榨等方法制作的可直接饮
用的果蔬汁。与传统工艺加工的果蔬汁
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不经过杀菌处理。对
于这类产品，消费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现榨原料要新鲜，加工过程要卫
生

现榨果蔬汁所选原料必须新鲜，无腐
烂、霉变、虫蛀、破损等。制作现榨果蔬汁
的水应使用瓶（桶）装饮用水以及符合相
关规定的净水设备处理过的水或经煮沸
后冷却的生活饮用水。由于现榨果蔬汁
无灭菌环节，要确保在加工之前，将原料
充分清洗，使用的器具彻底清洗并做消毒
处理，确保操作人员健康和卫生状况，尽
可能降低微生物污染风险。

二、现榨汁应现榨现饮
现榨果蔬汁饮品应即时供应，不得供

应隔顿、隔夜饮品。如存放在10~60℃条
件下的，从制作到供应时间不应超过2小
时。这不仅有利于果蔬汁中营养成分和
新鲜风味的保持，也有利于控制微生物的
生长，饮用更加安全。因此，现榨果蔬汁
不宜存放过久，建议现榨现饮。

三、现榨汁褐变非质变
果蔬汁在榨汁之后，由于其细胞结构

被破坏，果蔬汁中多酚类物质以及多酚氧
化酶在遇到空气后会加速发生氧化反应
生成褐色物质，导致果蔬汁颜色的改变，
但这并不意味着变质。发生褐变的现榨
果蔬汁在短期内仍然可以饮用，不会影响
果蔬汁的安全性。

四、现榨汁消费有风险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要

求，果汁店、农场售卖的现榨果蔬汁必须
要冷藏并且具有标签警示，由于这些产品
未经杀菌处理可能含有害细菌，对于儿
童、老人和免疫力弱的高风险人群存在发
生食源性疾病的风险。因此，这些人群最
好不要饮用现榨果蔬汁，可以先加热杀菌
后再饮用。（健身）

现榨果蔬汁
的消费提示

朱 铭

“这家花园式酒店环境优
美、鸟语花香、音乐袅绕，令人流
连 忘 返 ，花 园 酒 店 名 不 虚 传
……”这是不少来自上海、青岛
旅游团的游客对湖滨花园酒店
的由衷赞叹。

坐落在风景秀美的西溪4A
景区植物园内的湖滨花园酒店，
积极策应和叫响“全域西溪，全景

湖滨”旅游品牌，强化管理，提升
服务。最近，重推地方名小吃“东
台鱼汤面”、新建“大堂吧”满足游
客夜生活、自助早餐品种全面革
新、客房特色化服务等 10 个项
目，融入西溪景区文化元素，创特
色树品牌展新姿。在认真抓好日
常接待服务工作的同时，精心安
排时间，举办客房、餐饮、厨房、安
保、营销员工培训，通过开展岗位
练兵、技能考核、安全演练一系列

活动，全面提升服务水平，全力打
造“全景湖滨”接待服务新形象。

酒店为本市独特的亲水园
林酒店，湖光旖旎，环境幽雅，以
特色文化吸引八方来宾。围绕
外围广场、接待大堂、餐饮区域
三块重点接待场所，不断打造亮
点。钢琴名曲余音绕梁，经典名
歌心旷神怡，古筝弹奏神清气
爽，彰显出酒店的文化品位，引
来客人纷至沓来。

“湖滨好声音”唱响酒店内外

中消协联合澳门消委会发布中消协联合澳门消委会发布
““赴澳消费购物锦囊赴澳消费购物锦囊””提示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