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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一位名叫张颂的年轻姑娘上海

踏上了她的创业之路， 在浦东新区开了一家

取名为“皇家领海”的世界海鲜店。第一次创

业，就取了个这么霸气的名字，她的目标就是

做一家高端的全球海鲜供应商， 提供世界各

地绿色的、无污染的优质海鲜。她成功了！如

今的皇家领海， 已经在全世界60多个国家建

立了全球海鲜供应链， 世界顶尖海产资源汇

聚一堂：加拿大、美国、古巴、澳洲、南美等地

的野生龙虾，美国阿拉斯加海域的雪蟹，加拿

大的黄金蟹，俄罗斯、智利、法罗群岛的帝王

蟹，朝鲜的红毛蟹，南极银鳕鱼，大西洋、太平

洋、北冰洋的红鲷鱼、石斑鱼，智利、挪威的三

文鱼以及世界各地的虾类、 贝类等上百种全

球珍稀海鲜， 您都可以在遍布全国30多个城

市的60多家直营店里一站式选购， 经资深海

鲜营养专家们精心组合而成、 亦可自由搭配

的“皇家领海”的世界海鲜套餐礼盒已经走

进千家万户， 并已成为人们过年过节走亲访

友的时兴礼品。两年前，“皇家领海”开始进

军内陆城市，首站就落户成都，在二环路神仙

树路口开设了首家旗舰店， 如今这里已经成

为城南片区人们置办年货、 采购企业福利的

大热门去处。

昨天下午， 成都商报记者在成都皇家领

海总经理杨永青的陪同下， 再次来到皇家领

海成都旗舰店内，这里人头攒动十分热闹，除

了赶来采买年货的人之外， 还有不少人表示

是看到了昨天的成都商报上关于海鲜礼券作

员工年终福利的报道后， 代表公司前来咨询

和采购的。现场订购了50张800元海鲜礼券作

为员工福利的某公司后勤主管刘小姐说：

“海鲜是一种相对高价的商品， 而且还要保

证员工们吃得新鲜、吃得健康，所以我总觉得

买海鲜，就要选择一家规模大、比较专业的供

应商。‘皇家领海’的海鲜都是来自专业的捕

捞船队，有专业的冷链运输，还有专业的冷库

和冷冻配送，了解到这些后，公司才决定选择

皇家领海。”

据悉， 皇家领海的海鲜绝大多数都是来

自深海捕捞，“和围海养殖或者近海投苗所

产生出来的海洋水产相比， 深海捕捞的海鲜

在健康和营养上确实让人放心得多，” 杨总

透露，养殖海鲜业内的污染和作假，实在是让

人触目惊心。作为专业海鲜供应商，杨总常常

到国内外的海鲜渔场去考察， 曾经探访过位

于湛江的一处大型基围虾养殖基地，“对方

给我介绍他们的基围虾快速养殖、40天出塘

的秘诀，那就是一是使用抗生素减少死虾，二

是在饲料里掺避孕药快速催肥， 而且是侃侃

而谈，毫不避讳，所以养殖海鲜业内这种做法

之普遍，可见一斑。”

杨总认为，只要是养殖的水产，都不可能

完全杜绝商人为了追逐利益， 搞这样那样的

小动作，所以真正能让人放心的，还是深海捕

捞的野生海鲜。因为一方面，深海捕捞海鲜是

无法被养殖海鲜冒充的， 从外形上就可以一

目了然，另一方面，深海海鲜不可能有做假的

条件，所以消费者买到手上的深海海鲜，环保

和健康是绝对有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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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头/斤精品玉树虫草 178元限量抢购

成都商报、CDTV-2“鹿茸·虫草特卖会”明日上午9时开市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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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马年春节只有不到一月了， 年味渐

重， 不少市民已开始准备年货。 和去年一

样， 西部地区规模最大惠民惠农平台———

成都商报买够网mygo.chengdu.cn， 也悉心

为大家准备了系列年货。即日起，买够网将

重点为大家主推一款年货产品。

筹备年货是个开心事，也是个需要张罗

的费心事。既要买得实惠，买得超值，还要买

得有品质、有层次。买多了吃不消，买重复了

浪费，买贵了被家人唠叨，真是颇费思量。所

以，一向被大家称为“够妈”的买够团队今

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过年时必不可少的水

果、能比肩褚橙的四川名橙———西凤脐橙。

西凤脐橙是西充县农业局果技人员于

1987年从中国农科院柑桔研究所引进的脐

橙新品，果实呈椭圆形、色泽橙红、果面光

滑、无核、果肉脆嫩化渣、汁多味浓。2003

年，在中国(上海)第七届名特优果品展销

会上被授予“中华名果”称号，“西凤”商

标2005年被国家商标总局受理并注册。

2009年12月“西凤”牌奈维林娜被四川省

果树品种审定委员会正式通过鉴定和评审

……一路走来，“西凤”的品质和品牌也逐

渐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市场行情不断走俏。

今天起， 大家除了可以登录买够网认购

西 凤 脐 橙 外 ， 还 可 以 直 接 拨 打

028-86626666进行电话认购。

买够网年货推荐：

西凤脐橙（10斤/箱，胸径65mm-85mm）

市场价128元 买够价88元

腊之味·精装组合 （内含烟熏腊肉

1000g+烟熏排骨500g+川味香肠1000g）

市场价498元 买够价398元

有机良品越光米（2斤/袋）

市场价38元 买够价35元

青川极品蜂蜜（500克/盒）

市场价238元 买够价128元

阿坝中蜂蜜（360克/瓶）

市场价249元 买够价148元

康农盛世富硒鸡蛋（8枚/盒）

市场价48元 买够价28元

康农盛世富硒鸡蛋（48枚/盒）

市场价288元 买够价168元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认购方式：

■网络认购：1、登录买够

网mygo.chengdu.cn， 下单时请选择离您最

近的红旗连锁门店。成功下单后，您将收到

一条确认短信；2、配送时间：大约3-5天左

右，你就可以凭确认短信，到您所选择的红

旗连锁门店提取产品了。■电话认购：1、拨

打买够网客服热线028－86626666，告知您

所认购的数量、联系方式以及配送地址；2、

我们将会按照电话预订的顺序， 滚动配送

年货产品，预计3-5天到货，货到付款。配

送地址在三环路内， 认购1件加收5元配送

费，认购2件以上（含2箱）免配送费；三环

路至绕城之间，每箱加收10元配送费用。鉴

于年货属于生鲜产品， 目前暂不接受绕城

以外的电话预订，敬请谅解！

据了解， 本次特卖会上鹿茸和虫草的价

格将打造特卖会 “史上最低价”———一等梅

花鹿茸低至11.8元/克，最受成都市民欢迎的

2500头/斤规格精品玉树虫草，本届特卖会上

仅需178元/克。

打破行业潜规则

“精品”卖出“统货价”

连日来，成都商报、CDTV-2“鹿茸·虫

草特卖会” 不但引发了许多市民的抢购热

情，不少行业内人士也纷纷站了出来，讲述了

这一行业里面的各种“潜规则”。

“其实冬虫夏草价格往往有很多的因数

在决定， 市场上林林总总冬虫夏草的价格不

下数十种， 总的来说冬虫夏草按市场的价格

划分， 可以分为统货的价格和精选货的价

格。” 在荷花池中药材市场从事了多年虫草

贸易的刘先生称，目前市面上有些商家，为了

拉低价位吸引顾客的眼球，将“统货”标成

“精品货”，有消费者以为捡到了便宜，实则

吃了大亏。

刘先生称，虫草商到虫草产地或者大型

的虫草集散市场， 一般买的冬虫夏草都是

“统货”，统货中存在大量断草，竹签草，而

且大部分是鲜货，不利于保存。而“精品货”

都是在统货中进行精挑细选，竹签草和断草

占的比例低于2%。据了解，新鲜的冬虫夏草

和干燥的冬虫夏草在药效上区别不大，但新

鲜的水分含量高， 容易变质且不利于保存，

因此正规虫草商一般来说都会对虫草进行

干燥， 以达到行业内93%-95%的干燥度标

准。不过消费者一般会有一个误区，越干的

虫草越好， 然而实际上冬虫夏草干度超过

95%时就会变脆、 发硬、 易折断且无法通过

触摸判断蔫草， 另外超过业内标准95%干燥

度的虫草十分容易生虫，这些都极不利于运

输和储存。

“这次特卖会，我们基于前两次成功选

品的经验， 对虫草进行了更加严格的挑选标

准！” 成都商报、CDTV-2 “鹿茸·虫草特卖

会”组委会李主任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本次

特卖会全部要求挖草群众提供干燥度在93%

-95%的“精品”虫草，并且会让专业质检团

队进行二次分拣， 将不符合标准的虫草全部

剔除，“我们保证每一根都属于业内所称的

‘精品虫草’， 让市民能以 ‘统货价’ 买到

‘精品虫草’！”

特卖会史上最低价

2500头规格虫草仅售178元

去年10月26日， 成都商报买够网启动首

届“玉树虫草特卖会”。 短短一个上午，3斤

2500头/斤规格的冬虫夏草便被消费者一抢

而空，组委会不得不紧急从玉树调货，以满足

市民对这一规格冬虫夏草的需求。

“这一规格的虫草比较实惠，非常适合

自己吃！”在首届特卖会上认购了200克2500

头/斤规格虫草的沈大爷称，他和老伴一直在

吃虫草， 所以对虫草的市场价格比较了解和

清楚，“一般的药店和专柜，这一规规格虫草

的价格最少也在350元每克以上。”

据了解，首届“玉树虫草特卖会”，2500

头/斤规格的冬虫夏草的特卖价为199元/克；

第二届“虫草特卖会”上，这一规格虫草的特

卖价为198元/克。 而本届特卖会，2500头/斤

规格的冬虫夏草仅售178元/克， 比上一届再

省20元/克， 消费者买1斤就又省了1万元。对

于为何在本届特卖会上推如此惊爆的一个价

格，活动组委会李主任表示，首先是值《成都

商报》创刊20周年之际，其次是玉树挖草群

众也希望借此表达对成都市民的感谢，“挖

草群众都十分质朴，毕竟通过特卖这一模式，

不但为购买虫草的市民谋取了实惠， 也极大

地提高了挖草群众的收入。”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 由于本届特卖会

上2500头/斤规格的冬虫夏草属于成本价出

售， 因此组委会限定该规格虫草限量销售3

斤，售完即回调至188元/克的特卖价格。

“小寒”将至

长白山梅花鹿茸驱寒滋补

再过几天，就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寒”

了。小寒的到来，标志着进入了冬季里最寒冷

的日子。中医讲究在此时要特别注意滋补，因

此食用与人参、 阿胶并称为三大滋补的国药

的鹿茸，则是再适合不过了。

鹿茸， 实际上就是雄鹿的嫩角没有长成

硬骨时，带茸毛、含血液的名贵中药，无论是

入汤还是入药， 对人体都极有好处。 鹿茸味

甘、咸，性温而不燥，能壮肾阳，益精血，强筋

骨，固崩止带，具有振奋和提高机体功能，对

全身虚弱、 久病之后患者， 有较好的强身作

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称鹿茸“善于补

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健骨”。但是凡事也

讲究适宜与否，中医上诊断为低热、盗汗、手

足心发热、 口燥咽干、 两颧潮红的阴虚体质

者，以及患有高血压、冠心病、肝肾疾病、各种

发热性疾病、出血性疾病的患者，均不宜服用

鹿茸。

然而，由于鹿茸价格较贵，有些不良商

家趁机用假鹿茸欺骗消费者，以达到获取暴

利的目的。做聪明又健康的消费者自然要学

会如何鉴别真假鹿茸。真鹿茸体轻，质硬而

脆，气微腥，味咸。通常有一或两个分枝，外

皮红棕色，多光润，表面密生红黄或棕黄色

细茸毛，皮茸紧贴，不易剥离。鹿茸以粗壮、

挺圆，顶端丰满，毛细柔软，色红黄，皮色红

棕，有油润光泽者为佳。假鹿茸则是用动物

毛皮包裹动物骨胶等仿造的。另外，假鹿茸

体重，质坚韧，不易切断，气淡，能溶于水，溶

液呈混浊状。

明天到CDTV-2

大厨现场教你鹿茸的做法

“我想给老父亲买点鹿茸补补，但是不

知道怎么吃？”“鹿茸和虫草的吃法一样

吗？”……连日来，对于成都老百姓来说还比

较陌生的鹿茸， 让许多市民产生了兴趣。那

么，家有鹿茸该怎么吃呢？在上周末成都商报

“燕窝特卖会”上，深受许多到场市民喜爱的

大厨易建，向大家推荐了以下几种吃法。

最常见的吃法要数煲汤了。 取鹿茸片

5~10克，与鸡(鸭、鹅、鸽、猪、牛、羊)肉、大枣、

枸杞子、莲子、百合、当归、人参等随意搭配，

放入电饭煲或砂锅内炖3~5小时， 之后食用。

如果想要制作简单方便又吸收快， 可以选择

用鹿茸片泡制药茶饮用，最后嚼食服下，每次

0.5~1克为宜，可隔日饮用，坚持数月必有助

益，此药茶具有温补肾阳的功能。作为治疗疾

病使用茶疗，鹿茸的剂量，可以适当增大些，

或者根据医嘱用量。另外，还可用鹿茸片与粳

米(或小米)熬制成粥食用，每次0.5~1克为宜，

每日服用1次。 或者在清晨或晚上食粥时，调

入少许鹿茸粉搅和均匀后即可食用。

据了解， 易大厨明天也会继续出现在

“鹿茸·虫草特卖会”上，现场教大家制作美

味和滋补的鹿茸、虫草靓汤。

活动地点： 青羊区大石西路一号成都

电视台第二频道（

CDTV-2

）一楼大厅

活动时间：

1

月

4

日、

5

日（周六、周日）

咨询热线：

028-86626666

长白山鹿茸特卖价格：

1、 一等二杠长白山梅花鹿精品干茸

（整枝鹿茸，未切鹿茸片）

商报特卖价：18元/克 市场价35元/克

100克精品盒装1800元

250克精品盒装4500元

500克精品盒装8800元

2、 一等二杠长白山梅花鹿优级鹿茸

（整枝鹿茸，未切鹿茸片）

商报特卖价:11.8元/克

市场价25元/克

3、 一等二杠长白山梅花鹿茸半腊片

（今年新鲜切片）

商报特卖价：8.8元/克

市场价15元/克

玉树精品虫草特卖价格：

规格 商场/药店参考价 特卖价

900

头

/500

克玉树王中王级虫草

998

元

/

克

488

元

/

克

1000

头

/500

克玉树王级虫草

798

元

/

克

348

元

/

克

1500

头

/500

克玉树特级虫草

620

元

/

克

248

元

/

克

2000

头

/500

克玉树优级虫草

498

元

/

克

218

元

/

克

2500

头

//500

克玉树精选虫草

390

元

/

克

178

元

/

克

（以上各规格虫草各限量

3

斤，售完即止）

图据买够网

成都商报、CDTV-2

“长白山鹿茸·玉树虫草特卖会”

作为海鲜产品来自世界各地深海海域

的海鲜供应商， 皇家领海一直坚持源头采

购，总公司每年都会派出自己的专业海鲜检

验师赴国外市场考察，优中选优，最后会与

当年产出海鲜质量最好的海域捕捞团队直

接签订采购合同。杨总表示，“皇家领海”之

所以坚持源头采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

海鲜产品与其他食品不同， 特别讲究产地，

即使是同一物种，产地不同，价格也会相差

很大。以常见的鲍鱼为例，“皇家领海”销售

的南非鲍价格是比较昂贵的，而欧洲鲍就比

南非鲍要便宜很多， 国内鲍鱼则更便宜。另

一个原因是，源头采购可以避免中间商转手

导致进口海鲜价格增加。

“除了成本和价格方面的原因之外，我们

也一直抱持一个观念， 那就是只有坚持全球

源头采购，才能真正把控好海鲜的品质，保护

海洋生态环境持续发展。”杨总说，经销海鲜

的公司还要提倡保护海洋生物， 听起来似乎

很矛盾， 但这是他和海鲜打了多年交道后的

切身感受。他曾远赴多个国家考察，深深感受

到了外国渔业对海洋保护的那种全民意识。

各国有很多海鲜贸易公司， 不少都有自己的

捕捞船队， 大家都恪守着最古老的海洋保护

原则。举个例子，在智利，一只普通的三四公

斤重的帝王蟹要长12年左右， 所以从大小可

以推测蟹的年龄。“你知道在那些捕捞帝王蟹

的远洋渔船上，有什么工具是人手一把，每天

都要使用的吗？是卡尺，”他船上看到，每一网

蟹上来后， 渔民就会当场检验每一只鲜活的

帝王蟹，按照国际海洋保护公约的规定，母蟹

是不能捕捞的，会马上被扔回海里，公蟹则用

卡尺一只只地去测量身宽和脚长， 不达标则

表示这只蟹还是“幼儿”，也会马上被扔回海

里继续生长。

杨总在讲述这个故事时， 脸上不自觉地

带着一种敬畏的表情，“当时目睹这一幕我很

感动，能这么主动地去保护生态平衡，拒绝滥

捕给海洋带来的伤害， 对于靠出海捕捞为生

的渔民是非常难得的。 我们皇家领海在销售

精品海鲜之余， 也希望通过让更多的人感受

海洋的丰饶，来推广海洋保护的观念，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

为了让大多数没有机会出海的普通人更

多地了解海鲜，皇家领海去年9月起就跟央视

CCTV-7合作，开启了“探寻世界海鲜之源”

的旅程， 搭乘为皇家领海供货的远洋捕捞船

出海，用镜头全程跟随记录下网捕捞、冰鲜、

交易等过程，首站就是去到加拿大出产雪蟹、

鳕鱼、 象拔蚌等珍稀海鲜的哈利法克斯

（Halifax）。 目前纪录片仍在后期制作中，春

节前后就将与观众见面。

买够网年货节启动啦

沪上海鲜巨头落户成都

从世界的另一端 直送海鲜到餐桌

核心

提示

目前， 皇家领海推出了380元、600元、

800元、1200元、2000元、3000元6种 “全球海

珍”礼盒，还重磅推出了被誉为“全球海洋

之旅”的5000元豪华大礼包，包含了来自全

球的海洋精品，只要致电成都两家直营店订

购海鲜，皆可为您配送上门（节假日可能无

法保证配送速度）。此外，凡是购买礼盒装的

顾客，均赠送对应海鲜的烹饪小册子，还可

以要求店内进行事先切割、用锡箔纸包装等

初加工。

另外， 每种皇家领海礼盒还有对应面额

的全国通用精美礼券， 任何时候顾客都可以

持礼券到西安、银川、西宁、郑州、成都、重庆、

昆明、贵阳、上海等城市的皇家领海直营店一

票通兑， 即可选择海鲜营养专家精心搭配好

的海鲜组合，也可以按金额自行搭配。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图片由皇家领海提供

吃顶级海鲜/� �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坚持源头采购/� �享受美味与海洋保护两不误

多面值礼券全国通兑/� �买大礼包还帮您初加工

全球海鲜分布图

加拿大顶级大龙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