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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买年货，香菜网年货
大集不可错过！1月9日，一
场线上线下高度融合、带有最
时尚的互联网基因的O2O年
货节——香菜网首届年货大
集，即将在百里奚北路热电厂

东隔墙的永发食品创客城隆
重启幕。

在这个历时15天、被称
为 2017新年货电商食材美
食节的大型会展上，100家供
应商食材年货大汇聚，1000

家会员单位线上线下大互
动，10000个品种品类免费
吃，百万礼品送不停……一
幅充满时尚年味儿的年货购
物清明上河图即将訇然开
启！

展位全部爆满、年货钜惠空前、2017新年货电商食材美食节盛装以待——

亲！一起去逛香菜网年货大集啦
时间：1月9日 地点：百里奚北路热电厂东隔墙永发食品创客城

葡萄籽油口味清淡，且耐高温，
适合煎、炒、炸、凉拌、烘焙，很符合
现代人轻食淡口味的要求，所以近
来成了厨房新宠，很多白领和老年
人选择葡萄籽油作为家中的烹饪

油。
“食用油，食健康。”市民周晓娟

说，葡萄籽油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
的食用油，自从试着食用后，她们全
家人都称好。“选葡萄籽油，要选对
品牌，认准品质。”市民李磊说，他最
信赖葡西里葡萄籽油。

据了解，葡萄籽油受宠的主要优
势是少农残、低油烟、抗衰老。葡萄
籽油原料是葡萄酒厂酿酒剩下的葡
萄籽，众所周知用于酿酒的葡萄因
为口感是不能有农药残留的，因此
葡萄籽油特别适合儿童、孕妇、老人
及运动员食用。葡萄籽油是油烟最
少的烹饪油之一，当温度达到218度
时才会冒烟，尤其适合油炸食品时使
用。葡萄籽油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矿物质、植物甾醇以及多酚类植物
化学物质，这些活性成分有抵抗自
由基，延缓衰老，降低紫外线伤害和
美容养颜之功效。⑨5 (黄 翠)

少农残、低油烟、抗衰老——

葡萄籽油成厨房新宠

马上就要过年了，年货是过年
的头等大事。那选购年货时应注意
什么呢？且看看专家的建议。

如何选购安全禽肉？首先要看
外观，新鲜禽肉皮肤有光泽，肌肉切
面光亮。新鲜的禽肉眼球饱满，角
膜有光泽。其次，可以用手试试弹
性和黏度。

如何挑选安全鸡蛋？不洁净的
蛋壳可能会携带沙门氏菌等病毒。
买回来的鸡蛋在存放前最好装入塑
料袋内，以免污染冰箱内的其他食
物。不论哪种鸡蛋，等量的蛋白、蛋
黄，其营养含量都是差不多的。挑
选鸡蛋，并非挑选其营养含量，更多

的是挑选新鲜程度高和农残、药残、
细菌少的鸡蛋。

选购年货多注意细节：一、注意
不要选择色彩过于艳丽的散装和裸
装食品。有个别生产厂家会通过添
加二氧化硫等防腐剂来保持食品的
色泽、形态，延长保质期，以新鲜亮丽
的外观吸引消费者。二、选购进口食
品要检查是否具有出入境检验检疫
机构的检验合格证，仔细检查中文标
签或中文说明书及防伪标识等多个
环节。三、选购滋补品、保健食品和
绿色食品要注意产品质量，谨防忽
悠。馈赠礼品品种繁多，要注意掌握
一些购买技巧。⑨5 （刘客白）

如何挑年货 专家来支招

本次年货大集，由南阳晚
报、南阳电视台3频道、香菜
网联合主办，香菜网、永发食
品创客城倾情承办，充分体现
了O2O线上线下高度融合的
特征，香菜网网上同步发布年
货大集信息，线下永发食品创
客城则以现场展示的形式与
广大消费者互动，是南阳首次
出现的O2O年货购物大型会
展，在引领春节购物消费上具
有风向标意义。

年货大集现场共分米面

粮油区、生鲜蔬菜区、干货调
料区、糖果零食区、地方特产
区、酒水饮料区、冻品区、礼品
区、加工品尝区，百天羊、口子
窖、古坛、辣木、赊店永隆统、
石龙堰、中兴、京德、四海、徐
福记、特香包、劲霸、鸿运盛
邦、秋实、郭滩烧鸡、中海、冰
熊、泓安、众赢、正康、天润安
井、麦香源、金明、艺雅、绿源、
景德镇瓷器、天地方圆、兰香、
乐视等百家知名品牌进场参
展。

据了解，为期15天的香
菜网年货大集，万种商品厂家
直供，天天惊爆价，省钱过大
年，百万年货免费送，千万福
利大派发！书法家现场书写
春联送春联，南阳名厨大师现
场献艺，百种年货现炸现卖，
千种美食免费品尝！每天红
包定时发放使您惊喜不断，开
心不断。供货商卖年货、餐饮
商选食材、老百姓办年货过大
年！共同打造2017南阳最具
吸引力的春节大庙会。

携手香菜网 快乐赶年集

在香菜网年货大集上，现
场加工类，100%纯肉香肠原
价28元/斤，现价25元/斤；纯
手工100%红薯粉条原价10
元/斤，现价8元/斤。酒水饮
料类，古坛老酒品鉴原价126
元/瓶，现回馈南阳，仅出23
元/瓶运费即可得到；百天羊
猕猴桃汁原价75元/箱,现价
50元/箱；口子窖89元/瓶，买
2瓶送1瓶；京德自酿啤酒，黄
啤10元/升，黑啤12元/升；赊
店原价518元/箱，活动价458
元/箱；石龙堰5升陈酿黄酒，
惊喜价158元/瓶；石龙堰小
米三斤坛黄酒，惊喜价：28元/
箱；五粮液6瓶装富贵天下
398 元/箱 ；鲜 香 酱 露
488mlX12瓶110元/箱。

地方特产类，郭滩烧鸡原
价88元/只，现价68元/只；国

礼辣木面条168元/盒，礼盒
类劲爆价 50元/盒，购十赠
一；特香包全麦面包全场惊爆
价；铁棍山药每天前30名满
20斤送 1斤，另送山药蛋 1
斤；新疆灰枣原价7元/斤，现
价10元/5斤；徐福记桶装新
年糖原价 48.8元/斤,现价
39.9元/斤。冻品类，7500g
科迪汤圆5.9元/袋；安井牌虾
米饺，9.9元/斤；买满10000
元泓安牛羊肉任意产品，送金
龙鱼油4L一壶、恒大珍珠米
一袋；千年记撒尿牛肉丸原价
18.8元/斤，现活动价13.6元/
斤；上口香食品冷鲜肉、冰鲜
鸡、低温冻品全场钜惠；星膳
斋鱼豆腐原价13.8元/斤，现
价6.8元/斤；正大经典猪肉丸
18元/袋。

粮油和特色商品类，戴

健 5L小磨香油原价 95元/
桶，现价85元/桶；戴健小磨
香油买2盒送一瓶；广州白云
30升吸尘吸水机原价420元/
台，现价320元/台；小富豪家
用柜原价1199/台，现价888/
台；华美冷柜799元/台，购任
一款即送多功能电热锅；金明
厨具新年新餐具瓷勺0.5元/
个，7寸磁盘3元/个，组合茶
具11元/套；兰香酒店设备大
卖场电磁灶8.5折全场大促；
猎鹰多功能料理机原价199
元/台，现价99元/台。⑨1

(程菊梅 黄 翠)

年货O2O 钜惠更空前

南阳晚报&香菜网

海之鼎钢结构
H钢加工生产、巨型广

告塔、牌、公交站亭、移动岗
亭、卫生间、市政交通设施。
求购二手剪板机，可剪
16mm以下，冲压机。
电话：18537706000

仓库出租
建材大世界对面一

运公司院内大棚仓库出
租，出路方便，可进出货
车。

联 系 电 话 ：
15937720202

出 租
△溧河物流园现有

5000平方米仓库招租，
行业不限，欲租从速，豫
西南大型专业仓储物流
平台，有德邦物流、百世
快运、圆通快递、苏宁、
心连心化肥、古井贡酒
等企业入驻。地址：伏
牛路与雪枫路向南500
米路东 63709999

△北京路中段临街独
院，出路好，水电齐全，
临街办公楼三层，院内
建筑4500平方米左右，
适合仓储，名车维修保
养中心等。
电话：13343775555

出 租
△校场路某单位家属院

二楼三室两厅，出路好，停
车方便，生活便利，现出
租。电话：13803877196

△田源新城（南邓路
口新312国道西100米
路南）1～2楼2100平方
米新门面整体或分割出
租，停车场大；另两相路
与明山路西南角福成房
地产写字楼3楼280平
方米，4间房出租。
电话：13803875918闫

△北京路南段禄康源
超市斜对面三层门面约
2400平方米出租。
电话：18336633373

出 租
△本楼房位于长江西

路，交通便利，总建筑面
积 5000平方米，共七
层，全框架结构，水电齐
全，配有专用电梯，适合
开办商务、酒店、写字楼
及教育、医院、培训等。
电话：15638994527
△四坝旁一厂院2000

平方米，房屋500平方米
出租，适宜养殖仓库家具
厂等。
电话：13703776361

写字楼出租
南阳五交化大厦有

部分房屋对外出租。
电话：15537730121

桂花急售
八月金桂，2至4厘

米，优价销售，量大从优。
电话：13523679399

转 让
△位于火车站前华恩

大厦商铺负一层，面积
12.6平方米转让。
电话：18837756579
△十五小干休所院内

托教转让。
电话：18537738887

网吧转让
市区一营业中网

吧，因老板外出发展，现
欲转让，位置好，客源稳
定，接手可盈利。
电话：15083383032

拨打114找开锁黄工

黄工开锁换锁
换好门不如换好锁，

锁好，才能防盗。公安特批
01号、市开锁协会会长，上门
更换高档C级防盗门锁芯。
修保险柜、遥控门、汽车锁、
配各种钥匙。可刷公务卡
消费，有正规发票。低价安
装手机监控住宅摄像头。

电 话 ： 63361110
66666665 13837769640
微信：13525177622

地皮转让
飞机场附近3.2亩

地皮转让，临区间路，交
通便利。
电话：15518996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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