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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双11，实惠看得见
活动时间：11.9—11.11
1、先买券，后结算，1元=11元
活动期间，凡在国贸在线APP

上花1元，即可买到11元的线下购
物抵金券，该券可在国贸大厦购物
结算时抵用（单张小票可用一张，明
示不使用的品牌除外）。

2、万余种商品，备战双 11，一
降到底

黄金珠宝：黄金立减20元/克，
珠宝8折；

鞋包：3.8折起，最低60元，部分
折后再满减；

时尚女装：2折起；
内衣：3折起；
运动休闲：3折起；
床上用品：2.5折起，部分29元；
儿童用品：1.9 折起，更有满额

买赠。
3、大牌放价，惊爆来袭
沙驰男鞋 6.8 折、花花公子 3.8

折、拉夏贝尔2折起、维尼小熊3折
起、鄂尔多斯5折起、海尔曼斯198元
起、三枪3折起、新百伦3折起、耐克4
折起、大嘴猴5折起、迪迪鹿1.9折起。

全国巡展 震撼来袭
国贸一楼沙驰男鞋11月8日—

11月 14日在一楼北大门（超市口）
举办全国巡展活动，届时全场新品
6.8 折，部分促销品最低 299 元，另
有满送活动，实惠多多！

好消息
●一双短靴带你美过整个深

秋，国贸一楼鞋城百丽女靴抢先上
市，自然、随意、率性，无论短裙、牛
仔裤、风衣，只要你配上它定能彰显
你独特的性感与魅力！

●国贸一楼化妆品城自然堂柜
双十一钜惠活动开始啦!精选多套

季节护肤系列款低于五折感恩回馈
新老顾客,酵母修护维稳面膜原价
99/盒,现买一送一,更多惊喜更多
实惠,先订先得！

●“守住肌肤年轻状态开启护
肤奢华序曲”国贸一楼化妆品城欧
诗漫柜双十一钜惠活动开始啦!单
品满 600-300,满 1200-600,累计
叠加,先订先得,全年最大的优惠力
度,快快来选购吧!

新品快讯
国贸二楼女装似水年华专厅

2019 冬季新品已闪亮上柜啦！色
彩亮丽的毛衫、独具风格的连衣裙、
时尚的休闲外套、优雅的风衣等
……青春靓丽、优雅睿智，想要什么
风格随意搭配！

商情速递
●国贸二楼GCCG女装特惠活

动热销中，全场秋装限时活动5折，
冬装满 500 减 111，青春靓丽的款
式，独具风格的设计，处处凸显您与
众不同的气质！

●国贸二楼女装 Eall.cz、紫玫
瑰、高诗婕、哥弟等众多女装与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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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 贸 三 楼 运 动 休 闲 品 牌
GXG双11提前嗨，预存11元，升值
111元，同时参加店铺活动满 2000
减 400，满 3000 减 700，满 4000 减
1000，预存时间：11 月 8 日-11 月
11日，限量50份，等你来嗨购！

● 国 贸 三 楼 水 星 专 厅 ，
2019.11.8-11.11，到店预存11.11元
抢购双十一特权卡：1元购水星天
丝美容巾，99元抢购 599元双人抗
菌亲肤被，399 元购水星甄享乳胶
枕一对，另婚庆多件套秒杀价1111
元。

国 贸 大 厦

德 润 广 场

诚邀合作，共创未来
德润广场优化结构，提档升

级，部分调整店铺寻求品牌合作项
目（运动休闲、男女装、内衣、大餐饮
等），欢迎前来合作共赢！

德润购物中大奖长安汽车开回家
2019.11.9-2019.11.11，活 动 期

间在德润广场一般消费累计满111
元，黄金珠宝/名表/名烟名酒消费
累计满 211 元，即可有机会获得价
值 4.96 万元的长安汽车 2019 款欧
尚A600所有权。凭消费小票即可
领取兑奖券一张（单张消费小票限
领2张）。

双11到德润，不用盼快递，不用
等预售，让你快人一步！

● 2019.11.9-2019.11.11，活 动
期间全场百货、休闲娱乐、美食餐
饮，全场一降到底！

●德润一楼中庭拉夏系列男女
装火爆热卖中，全场2折起售，少淑
女风、清新学院风、酷帅型男风等应
有尽有，款款让您心动！

●德润一楼化妆品区韩束品
牌，全场购物满399元加11.11元可

换购价值 119 元撩唇笔一支，色号
可自选；单品满298元送U型枕；满
398元送保温杯；套盒满599元送被
子；满 699 元送拉杆箱。另有更多
活动可至专厅咨询，活动力度空前！

新品上市
●德润四楼北侧意澳、知素、唯

姬晨、未知未觉、蒙杰诗丹等时尚女
装冬季新品美丽上新，多种风格演
绎，秋冬完美穿搭，你值得拥有！

●德润五楼时尚童装男生女生
冬季新品温暖上市啦！高科技羽绒
服，天然环保织物，抗静电、自发热、
抗菌、告别寒冷与臃肿，让宝贝在冬
日里依旧酷感放肆！新品上市全场
羽绒服199元起售！

德润超市双11乐享不停钜惠不断：
活动一：5 折嗨翻天～（时间：

2019年11月8日至11月11日）
活动二：双 11不只是 5折还有

更多优惠券送给你（时间：11月8日
至11月10日）

活动三：满额就送（时间：11月
11日）

活动四：全场惊爆价，钜惠不断

城 东 购 物 公 园

●11月 11日，东台悦来城家佰
惠超市消费单张小票满 11 元送红
贵纺梳子1把或肥皂盒1个（二者选
一）；满111元送女士拎手小包或者
南峰37cm透明脸盆（二选一）。单
张小票限送2次，大米、鸡蛋、油，团
购商品不参加。

●东台悦来城2F亲子乐园，淘
气堡年卡 680 元/年即送游戏币 10
枚、汉堡一只、烤肠一根、热饮一杯；
办理游戏币会员卡即送热饮一杯。

●东台悦来城3F英伦时光，购
任意一款蛋糕送新品热可可一杯，
新品童趣阿华田限时8折优惠。

■ 权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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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快讯：

●德润广场一楼知
名品牌女装圣可尼夏季
新品已炫彩上市啦！简
约时尚的设计，经典百
搭的色调，款款高雅大
气又不失甜美！

●德润广场二楼时
尚潮包木兰左、轩尼小
熊、塞飞洛、袋鼠、啄木
鸟等夏季新品已闪亮上
市啦！全场4折起惊喜
酬宾！时尚的、甜美的、
淑女的、卡通的、知性
的……款式众多，赶紧
来选上一款美包，去享
受浪漫假期美美出行
吧！

好消息
●德润一楼中庭名

品童装童鞋特惠专场第
一波欢乐来袭！全场
19 元起！六一儿童节
即将到来，德润众多名
品童装童鞋提前给您送
惊喜啦！

●德润四楼潮牌男
装欧兹潮夏季促销活动
重磅来袭，一降到底！
全场新品买一送二！时
尚的印花 T 桖、经典的
条纹衫系列、休闲个性
的短裤、沙滩裤、牛仔
裤，款款都是潮男的穿
搭必备！

●等待=省钱！德
润五楼五星电器将于5
月 31 日华丽亮相。超
低的价格、优质的服务，
敬请期待。先抽扫地机
器人再送华为手机。全
场好礼送不停！提前预
存，增值翻倍！赶快行
动吧！

端午粽香邻里情
端午节即将到来。

德润超市作为家门口的
贴心超市，6月2日在超
市三楼服务台对面区域
举办第一届包粽子大
赛，欢迎广大消费者参
加。

德 润 广 场

国 贸 大 厦

精品速递
国贸一楼众多知名

国际品牌名表为你精心
准备！浪琴、依波路、天
梭……新款全新上市
啦！经典收藏款、时尚
达人款、休闲百搭款，全
新款式，全新的设计理
念，让爱表人士们爱不
择手，快快来挑选吧！

悠莱净化美肌“三
步曲”，第一步：卸妆，悠
莱匀润新源卸妆油，含
有海洋矿物保湿复合成
分，清爽不油腻；第二
步：洁面，悠莱匀润新源
洁面膏，含有透滑亮颜
DAA，含肌肤更加光洁
嫩滑；第三步：去除发废
角质，悠莱匀润新源净
颜泥，温和有效去除老
废角质。爱美的你，清
洁做了吗？国贸一楼资
生堂期待您的选购！

好消息
国贸二楼未来之星

童装为感谢广大消费者

的支持与厚爱，即日起
至 6月 2日在国贸一楼
超市对面全场特卖，1.5
折起售！

国贸二楼文港女裤
特价，全场 98 元起售，
正在火热销售中！

商情速递
国贸二楼女装Eall.

cz、紫玫瑰、高诗婕、哥
弟等众多女装与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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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贸三楼杰克琼斯
专厅夏日新品全面上
市 ，开 启 全 新 潮 流 活
力！购买正价产品整单
满 1288 元加 99积分可
用券立减 200 元，还有
腾讯视频VIP卡等你来
拿！

思莱德超粉们的福
利活动来啦!即日起全
场春夏款买2送1，国贸
三楼思莱德专厅等您来
约！

本报讯（记者 王建生）5 月 20
日，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发布通知说，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的决定》和《“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
规划》的有关要求，暂定于 6 月中旬
启动2019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
动。

通知确定，2019年全国食品安全
宣传周的主题为：“尚德守法食品安
全让生活更美好”。

通知指出，食品安全事关全国13
亿多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民
生工程、民心工程，更是一项重大而
艰巨的政治任务。法安天下、德润人
心，德法并举是切实保障食品安全的
治本之策。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食品安全工

作提出新的要求。一方面，需要严字
当头，坚持“四个最严”（最严谨的标
准、最严厉的处罚、最严格的监管、最
严肃的问责），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
管、风险严控，改革创新深化市场监
管，以良法善治维护公平竞争；另一
方面，需要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和市场
自律机制，发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食
品安全治理，共享食品安全成果，营
造人人参与、社会共治的良好氛围，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通知强调，2019年全国食品安全
宣传周的宣传重点为：（一）深入宣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
中全会精神，围绕宣传周主题，突出

宣传“尚德守法”的食品安全理念；
（二）深入宣传贯彻《地方党政领导干
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等系列文件
精神，推动地方党委政府落实食品安
全责任，各级监管部门提高食品安全
治理水平；（三）引导食品行业市场主
体增强责任意识，对从业人员大力开
展道德诚信宣传，树立尊法重信正面
典型，推进食品行业诚信体系建设，
弘扬尚德守法的行业风气；（四）深入
开展食品安全法制宣传教育，普及食
品安全科学知识，引导群众自觉遵法
守法，提高维权能力和科学素养，营
造浓厚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氛围，传
播尚德守法正能量。

活动将按三个层面开展，一是国
家层面。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23部

门组织开展；二是地方层面。各级食
品安全办联合同级有关部门和单位，
参照国家层面活动方案，结合本地实
际和特色，组织开展；三是社会层
面。各地、各有关部门动员和指导各
类社会团体、市场主体、协（学）会，广
泛开展面向广大消费者、食品从业者
和媒体记者的诚信从业、知识普及等
主题宣传活动。

通知要求，建立各级食品安全办
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
会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加强人员
和经费保障，确保各项活动顺利进行
并形成规模声势。使用统一的“全国
食品安全宣传周”标志，做好宣传报
道和新闻服务，切实形成全媒体全覆
盖格局。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2323部门部署开展部门部署开展
20192019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城 东 购 物 公 园

本报讯（记者 刘进涛 通讯
员 徐梦莹）5月 22日下午，东台
仁达都喜天丽酒店加入金钥匙
会员酒店授牌仪式在仁达宴会
厅隆重举行。至此，仁达成为我
市目前唯一的一家金钥匙会员
酒店。

金钥匙是一个网络化、个
性化、专业化、国际化的服务品
牌。自1995年正式引入中国以
来，经过 23 年的发展，中国金
钥匙已覆盖到全国290个城市、
2400多家高端企业，拥有4000
多名金钥匙会员。在2008年北
京奥运会、2010 年上海世博会
和广州亚运会、2016 杭州 G20
峰会、2017年及 2018年海南博

鳌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厦门金砖国家领导
人会晤等大型国际会议上都出
现了中国金钥匙服务团队的身
影。

东台仁达都喜天丽酒店开
业以来一直秉持“品质优先、服
务优先、环境优先、安全优先”
的服务理念。加入金钥匙会员
酒店后，酒店总经理何晓进表
示，将发扬金钥匙先利人、后利
己、用心极致的精神，为客人提
供“满意+惊喜”的服务，以高品
质的服务让客人满意，让客人
惊喜，从而开启东台酒店业的
新时代。

东台仁达都喜天丽酒店加入金钥匙会员酒店

城 东 购
物公园家佰
惠超市时尚
大 气 ，货 品
丰 盛 ，价 格
优 惠 ，给 消
费者带来夏
季购物的清
爽和实惠。

吕崇安 摄

一、万水千山“粽”
是情 包粽比赛行不行？

活动时间：6月5日
下午15:00

活动地址：城东购
物公园家佰惠超市

参加对象：学生家长
报名时间：5 月 20

日-6月4日
报 名 电 话 ：

0515-85276660
家佰惠超市和您一

起为考生加油！
祝莘莘学子金榜题

名，前程似锦！

二、城东购物公园

沙场点兵时尚餐厅
1、可参与国贸在线

5元购20元升值券一张
2、凡大厅消费每桌

赠送妈妈菜一份
3、包 厢 消 费 满

1000元赠送200元抵金
券一张

三、城东购物公园
英伦咖啡

国贸在线0.1元购买
售价80元会员卡一张，内
含意式咖啡电子券两张、
棋牌包使用券一张、饮品
免费升杯十次、凭卡享受
8.8折优惠。

“全国生猪产能呈现恢复迹
象，当前猪肉价格上涨不具备可
持续性。”11月 5日，中国农业科
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朱
增勇接受采访时表示。

10月31日，北京新发地农产
品批发市场白条猪批发平均价为
48.26 元/公斤，比 10 月 1 日的
31.5 元/公斤上涨 53.21%。在供
需博弈之下，近期全国生猪、猪肉
价格保持上涨态势。

猪价高企对需求已产生明显
的抑制作用。专家调研发现，由
于成本上升，消费者开始调整菜
谱，转而选择其他肉类。8月份
以后，北京企事业单位食堂猪肉
采购量环比下降了30%左右；10
月份以后，居民消费个体猪肉购
买量下降近30%。

不过，朱增勇也透露了 3 个
好消息。

第一个好消息是，各地补栏
增产积极性明显提高，可望带动
生猪产能逐渐恢复。9 月份以
来，随着有关部门扶持生猪生产
各项利好政策落实落地，养殖户
补栏增产的积极性明显提升。农
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下半年规模
猪场已经有产能恢复迹象。截至
目前，已经有20多个省份出台了
支持生猪生产政策。在政策支持
下，近期规模猪场生产恢复较
快。全国年出栏 5000 头以上的
规模猪场9月份生猪存栏环比增
长0.6%，其中能繁母猪存栏环比
增长3.7%。

猪饲料产销量全面回升也
印证了生猪产能的恢复。9月份
猪饲料产量环比增长10%，其中
仔猪料、母猪料、育肥猪料产量
环比增长分别是 12.7%、8.7%和
9.1%。从不同地区来，9月份东

北和西北等地区产能恢复明显，
辽宁、山东、黑龙江、河北、山西、
甘肃、吉林等地生猪和能繁母猪
存栏环比明显增长。尤其是东北
和山东等主产地，8月份生猪和
能繁母猪存栏已经开始环比增
长，可望带动四季度生猪产能从
下滑转向全面企稳。

第二个好消息是，猪肉冻品
库存保持较高水平。除国家储备
肉外，各地区冻品库存量保持较
高水平，部分地区甚至在 9月份
增加了库存量。东北地区库容比
仍在 50%以上，华东在 35%至
40%之间，华中地区库容比 7月
份甚至增加了 4个百分点，西南
地区较6月份库存量增加4个百
分点。

第三个好消息是，猪肉等肉
类进口增加。今年全球主要猪肉
和牛肉出口国产量增加，带动猪

肉等肉类出口贸易量明显提升。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猪肉
132.6 万吨，同比增加 43.6%；进
口 牛 肉 113.2 万 吨 ，同 比 增 加
53.4%。适度增加猪肉等肉类进
口，有利于缓解近期猪肉供需偏
紧局面。

由于猪价持续上涨，不少养
殖者存在惜售心理。监测数据
显示，10月份山东等主产区毛猪
出栏活重甚至由常态下的 120
公 斤 左 右 提 升 到 140 公 斤 以
上。鉴于后期中央及地方两级
储备肉还将会继续投放，猪肉进
口和牛肉进口均显著增加，在政
策利好、疫情稳定以及行情带动
下，后期猪肉价格涨幅将会回
落。朱增勇建议养殖户及时出
栏锁定养殖利润，避免集中出库
错过市场行情。

来源：经济日报

抑制猪肉价格续涨的三个利好消息

本报讯（记者 王建生）11 月
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
布今年第39号通告，公布5批次
食品不合格情况。

通告说，近期，市场监管总局
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保健食
品、蜂产品、食用农产品、茶叶及
相关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豆制品、方便食品、乳制品、蔬菜
制品等9大类食品387批次样品
（产品抽检结果可查询 https://
sac.nifdc.org.cn/），发现保健食
品、蜂产品、食用农产品3大类食
品 5批次样品不合格，检出微生
物污染、兽药残留、质量指标不达
标等问题。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
格食品，市场监管总局已责成黑
龙江、浙江、安徽、河南、广东、陕
西等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
开展处置工作，查清产品流向，采
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等措施控
制风险；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
严处理；及时将企业采取的风险

防控措施和核查处置情况向社会
公开，并向总局报告。

抽检不合格食品中，微生物
污染问题 1批次：淘宝网富康保
健品专营店（经营者为广东省深
圳市龙华区祥顺吉百货商行）在
淘宝网（网店）销售的、标称陕西
省咸阳仙香医药保健品厂委托河
南省商丘市福源保健品有限公司
生产的易德安牌易德胶囊，菌落
总数和水分不符合产品执行标准
规定。分析认为，该产品中菌落
总数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加工所
用原料受到污染，也可能是生产
工艺控制不严格或流通环节储存
运输不当等；水分含量超标的原
因，可能是生产企业对生产工艺
控制不严格，也可能是产品包装
密封性差或储存运输不当等。

兽药残留问题 2 批次：一是
淘宝网硕果食品企业店（经营者
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硕
果食品有限公司）在淘宝网（网

店）销售的、标称黑龙江省镜泊蜂
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椴树原蜜，诺
氟沙星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规定；二是安徽省合肥瑶海区杨
天文猪肉店销售的猪肉，恩诺沙
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
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
定。

分析认为，蜂蜜中检出诺氟
沙星的原因，可能是诺氟沙星作
为蜂药被用于蜂蜜养殖。摄入检
出诺氟沙星的食品，可能会引起
肠胃的不良反应，甚至还可能会
对肝肾造成损害。猪肉中恩诺沙
星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养殖户在
养殖过程中违规使用相关兽药。
摄入恩诺沙星超标的食品，可能
会引起头晕、头痛、睡眠不良、胃
肠道刺激或不适等症状，甚至还
可能引起肝损害。

重金属污染问题 1 批次：安
徽省芜湖果品、冻品、水产（海
鲜）批发市场6#楼 144号熊爱珍

摊位销售的虾蛄，镉（以Cd计）不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分析认为，虾蛄中镉超标的
原因，可能是其在养殖过程中富
集了环境中的镉元素。镉对人体
的危害主要是慢性蓄积，长期摄
入镉含量超标的食品，可能会导
致肾脏和骨骼损伤等健康危害。

质量指标不达标问题 1 批
次：安徽省合肥瑶海区钱正信百
货超市销售的带鱼，挥发性盐基
氮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
定。

分析认为，带鱼中挥发性盐
基氮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生产企
业卫生状况不达标，造成产品微
生物污染和腐败变质；也可能是
运输过程中温度、氧气浓度和湿
度等条件控制不当，加快了产品
腐败变质速度。食用挥发性盐基
氮超标的食品，可能会引起反胃、
腹泻等症状。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5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

德润广场
五楼爱婴房孕
婴童厅，专注
爱婴事业，体
验贴心服务，
全方位呵护婴
幼儿快乐健康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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