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期间，持集团会员卡在国贸大厦、百
盛三层、德润广场购物（超市、电器除外），在
享受柜台折扣、会员卡折扣的基础上，只要满
188元即再送 10元现金券，单张小票最多可
送 60元。现金券使用时间：12月 24 日—12
月26日；现金券使用范围：国贸集团线下任意
实体店无门槛使用。（现金券可在“国贸在线”
我的账户优惠券中查询。）

线上买券线下用 20元翻倍抵40元
活动期间，只要花 20 元即可在“国贸在

线”线上购到40元的超值券，可于活动期间在
国贸集团线下实体店国贸大厦、百盛三层四
层、德润广场、酒店事业部各门店购物或消费
时直接抵算40元（超值券每人限购3张；单张
小票限用2张；超市或明示不参加的柜台除外；
超值券与其他现金券或生日红包不同时使用）

生日红包雨 会员专属礼
（1）活动期间，每日16：00“国贸在线”生

日红包雨准时开抢。活动期间，“国贸在线”
社区栏特推“生日红包等你抢”活动，凡国贸
集团会员均可点击活动页面参加抢红包活动，
抢到的红包可在各实体店直接当现金抵用。

（2）活动期间，免银卡手续费，不设门槛，
可直接办理集团会员银卡。银卡积分达2000
分以上可免手续费直接升级办理金卡。

（3）会员购物双倍积分。
购物满88 大奖等你拿

活动期间，所有秋冬新品全面上市，各品
牌专项酬宾精彩纷呈。同时凡在国贸、百盛三

层四层、德润广场购一般商品满88元（名烟名
酒、黄金、珠宝、电器等大件商品满2888元）即
可至各门店活动区域参加幸运抽奖活动，单件
商品、单张小票最多可参加两次。（明示不参
加的柜台除外）

相聚平安夜 整点抽奖嗨起来
凡在11月25日至12月 24日 18：00前在

国贸、百盛、德润购百货类商品的顾客，均可
参加12月24日晚20：00—24：00举行的整点
抽奖活动（提醒顾客，保存好购物电脑小
票）。中奖信息将在门店总服务台及“国贸在
线”公布。（活动地点：德润一楼中庭）
超市、酒店感恩酬宾 共贺国贸华诞20年
A：千家惠连锁超市城乡25门店，线上线

下双结合：
（1）11.22—12.5 消费满额就送：凡在“国

贸在线”线上超市消费满68元即送 5元电子
券一张；在千家惠超市各门店消费满38元（烟
酒满200元）送榨菜一袋，（团购、特价鸡蛋、大
米油不参加），单张小票限送2次。

（2）12.6—12.19均一价 超值换购 以旧换
新，全面开花

（3）12.20—12.26 双倍积分 进店有礼 限
时秒杀 开心嗨翻天

B：酒店事业部五大门店 携手共庆真情回
馈

东台国际、港汇国际、朝阳大酒店、西溪雅
苑、青年旅馆，只要你来，免单、折上折、送券、
送礼品……惊喜绝对超乎想象！

喜庆国贸20年 感恩回馈众乡亲
活动时间：11月25日——12月26日

庆华诞20年 折上折再返现

本报讯（记者 王建生 通讯员 胡棱
有）连日来，市场监管部门采取多种措
施，扎实推进创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宣传工作，提高市民群众对创建食品安全
城市工作的知晓度、参与度和满意度，发
动全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和广大群众参
与支持创建工作，营造创建工作良好的舆
论宣传氛围。

围绕我市“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创建”主题，开展“幸福时代 食安东台”
创建文艺演出，编排出多个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贴近实际的宣传食品安全的
文艺节目，让广大群众在欣赏艺术的同
时，了解创建、参与创建、支持创建，为
我市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营造良好
氛围。

加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主题公
益广告宣传，在我市高速路口、城区重
点路段设置10多块大型食品安全城市创
建宣传站牌，在全市所有种养殖基地、农
贸市场、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餐饮服
务单位以及各镇社区悬挂横幅、张贴标语

和宣传画。加强户外电子显示屏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创建公益广告宣传，在城区大
型酒店、宾馆、商超 LED 电子显示屏 24
小时滚动播出创建宣传口号。

加大媒体宣传力度，通过电视、报纸
等传统主流媒体紧紧围绕创建主题，多角
度报道全市各界参与创建工作的动态和
热情。在政府网站等新媒体上开设创建
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专题页面，传
播创建进度和食品安全知识，不断提高市
民对创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知晓
率和参与率，为创建工作营造良好的网上
舆论环境。

组织开展食品安全“五走进”活动，加
强食品安全科普知识宣传，市场监管部门
深入社区、企业、乡村分发食品安全宣传

手册，在广场、市场等人群密集地开展食
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宣传活动。市创建
办专门印制分发《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
建公开信》50000 多份，编印《食品安全
法》《食品安全知识读本》和《小手拉大手
食品安全小课堂》30000多册。组织学校
通过宣传条幅、食品安全知识课堂等形式
宣传食品安全知识，做好学生识别、购买
食品的安全行为教育，让孩子们用“小
手”拉动家长们的“大手”，带动市民参与
食品安全创建。同时组织各镇区、市场监
管分局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快检培训、警
示教育等多种形式的创建主题活动，在全
市形成全民关注、人人参与的食品安全共
建格局。

我市多举措推进创建
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宣传工作

■责任编辑：王建生 电话：85222310 ■版式设计：周敏

星期五
2017年11月24日

消 费周刊5版

共建食安东台 共享健康生活
——东台市食品安全办公室

栏目主持人：王建生 加盟热线：18914665698

——广告热线 ——

新品快讯：
知名品牌名之哥第女裤进驻德润广场四

楼南侧中庭。简约的呢料哈伦裤，时尚的皮
裤，经典的西款，黑色的加绒打底裤……各式
各样的款式应有尽有，满足时尚女士在工作、
生活和娱乐等不同场合的穿着需求。开业7.5
折倾情酬宾！

好消息:
德润广场四楼希努尔男装将于11月25日

至 26日进行个性化量身定制，届时品牌艺术
大师—罗格·道格拉斯先生亲临现场！精湛绝
伦的匠制工艺、经典隽永的意式设计与“人衣
合一”的着装体验，始终致力于为每一位贵宾
提供个性化专享定制和着装管家服务！

超市专场活动：
活动日期：11月29日至12月12日
活动一：“满额立送劵、福利大放送”

在德润超市/家家悦超市购物满98元（大
米、鸡蛋、肉、油除外，名烟名酒满500元）送5
元购物券一张，单张小票限送2张！

活动二：“购物满额幸运抽奖、平安夜再次
抽大奖”

在德润超市/家家悦超市购物满88元（大
米、鸡蛋、肉、油除外，名烟名酒满500元）可凭
收银小票至活动区域参加幸运抽奖，单张小票
最多2次，中奖率百分之百！12月 24日再次
抽取终极大奖！

活动三：“冬季保暖商品集集号”
德润超市/家家悦超市各种保温杯、电暖

宝、热水袋、围巾、手套、耳套、口罩、暖宝宝、
电热毯、各种取暖器、毛窝、床上用品、羊毛
衫、羽绒服为您冬季保暖保驾护航！

活动四：“尊贵会员、倾情回馈”
11月25日至12月26日在德润超市/家家

悦超市使用集团会员卡消费可获双倍积分返
利，尊享会员礼遇！

国贸大厦一楼
黄金珠宝城周大福、周大生、金佰利、老凤

祥、钻之恋，各类造型时尚极具收藏价值的吊
坠、情侣对戒，让您在各个场合倍显高贵、典
雅！

羽西专柜灵芝·生机晶透活养唇膏三色上
市，敦煌彩塑色、江南木棉色、天山野罂色，每
色蕴含灵芝精粹，12小时持久保湿。

鞋城雷戈专厅，冬季新品续上新，时尚的
设计风格、优质的头层牛皮、舒适的防震鞋
底，每款都舒适经典，新品上市 5.8 折优惠酬
宾，部分促销298元起。

鞋城老人头专厅，暖暖女鞋又上新了！加
绒毛毛靴、加绒豆豆鞋、内增高雪地靴、每款
都保暖时尚，全场商品好看又实惠、部分商品
促销低至60元。

国贸大厦二楼
女装似水年华专厅，2017 新款羽绒服全

面上市，全场8.5折销售，会员折上折！另有多
款羊剪绒上新，优质的羊剪绒面料与温暖相互
左右您的美。时尚品牌女装舒朗冬季新品精
彩绽放，雍容富贵的双面绒，高尚典雅的羊剪
绒，时尚温暖的羽绒服，用你的时尚装扮你的
魅力，把您的冬日装扮得丰富多彩吧！女装乐
艾妮冬季新品火爆热销中！部分商品特价酬
宾，双面羊毛呢 699 元起，羽绒棉衣 358 起。
男装培罗蒙新款上新啦！，简约知性的羊绒大
衣，潮流温暖的羽绒服，让您彰显男人个性，
引领时尚潮流！全场5.5折起，另有部分商品
3.8折特惠酬宾。

国贸大厦三楼
床品区圣布凡柜，各式羊毛被、羽绒被，为

您打造一个温馨舒适的安乐窝。
OXN专厅新品上市8折酬宾。

国 贸 快 讯

周 末 市 场

怎样的食品标签才算规范

现在的食品一般都有食品标
签，但是有些产品的标签并不规范，
也有一些不法厂家故意造假来欺骗
消费者。因此，我们要学会识别食
品标签。

（1）查看标签的内容是否齐
全。没有生产厂家名称、地址，就说
明该产品有问题。

（2）查看标签是否完整。食品
标签不得与包装容器分开，食品标
签的一切内容不得在流通过程中变
得模糊、脱落，必须让消费者在购买
时能够辨认和识读。

（3）查看标签是否规范。这里
的规范有三层含义：一是汉字要规
范，不得用繁体字或异体字；二是字
体大小要规范，如加注汉语拼音时
除了不能拼错外，字体不得大于汉
字；三是同时使用少数民族文字或
外文的，必须与汉字有严密的对应
关系，外文不得大于相应汉字。此
外，食品名称必须在标签的醒目位
置，且与净含量排在同一视野内。

（4）查看标签的内容是否真
实。标签出错，有的是故意的，如明
明生产厂家在山东，标签上却印着
北京；有的是无心的差错，如配料表
误标注为成分表。

怎样根据食品标签选购食品

我们去超市或食品店购买食
品，一定要看一看标签的内容，了解
食品的质量特征。

我们买食品是有目的的，例如
要买含蛋白质还是含碳水化合物的
食品，要买含矿物质还是含维生素
的食品，这都可以在标签中的配料
或成分栏中看出来，看了食品标签
后，就可以有目的地选购所需要的
食品。

对于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也是
有讲究的。一般而言，人们都认为
生产日期愈近，食品新鲜度愈高，这
个观点是对的。但是从食品安全的
角度考虑，只要在保质期内，都是安
全的。某些商店的食品，在接近保
质期限时，会采取打折等优惠措施
来促销，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未尝不
是件好事，只要家里的确需要，而且
在保质期前能够将食品吃完，捡个
便宜倒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食品安全知识

百盛一楼特价鞋柜IGX清仓抛售仅60元
起售，数量有限、先买先得。

百盛三楼彪马运动加厚羽绒服含绒量超
重，让您在冬日里温暖如春，轻便时尚。

上海知名品牌麦克斯撸撸、石库门入驻百

盛三楼，休闲、时尚、高端大方，爱美的妞妞
们赶快来购买吧！

金利来品牌11月 20号开始在百盛二楼
电梯口清仓抛货，超低的价格，不变的品质，
给您在换季的时候多了一份选择。

以时尚、简洁、大方为主的女装品牌服饰
在百盛三楼上市以来深受众多时尚女性的追
捧，适中的价格欢迎您的光临！

德 润 聚 焦

百 盛 商 情

国以民为本国以民为本 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食以安为先

11 月 18 日上午，位于城东新区的商业综合体项目东台颐高购物广场正式开业。颐高
购物广场由 12 栋独立双首层欧式商业街区建筑组成，总建筑面积近 4 万平米。维也纳酒
店、优进优出进口商品超市、海宁皮草街、阳光明珠家居生活店、吉姆考拉儿童体验乐园、
颐居草堂名优特产超市等商家陆续落户购物广场，该项目将打造成集生活休闲、精品购
物、旅游接待、教育培训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休闲购物广场。图为颐高购物广场开业庆
典现场。 王灿侠 丁虹 摄

喜迎国贸华诞 20 年，国贸集团 11 月 25 日——12 月 26 日浓情举办“喜庆国贸 20
年，感恩回馈众乡亲”大型酬宾活动。图为国贸大厦店堂内张灯结彩，喜气洋洋。

吕崇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