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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能锦城位于成都市锦江区东

三环娇子立交外成龙大道与香樟大

道交汇处（锦江城市花园旁），属于

规划的“成都东村”核心区域，紧邻

4A级风景区———三圣花乡及1000亩

市政公园， 周边环境优美， 生活便

利，交通便捷，居住氛围浓厚。

项目占地约3.4万平米， 建筑面

积近20万平米，定位“花园情景综合

体”，其中商业面积约4万平米，楼下

的数万平米商业广场就是你的会客

厅，1万平米永辉超市旗舰店就是你

的PARTY厨房， 纯粹打造5分钟生

活圈来契合城市白领的生活方式。

项目周边交通便捷，香樟大道、

海棠路分别连接主干道成龙大道及

驿都大道， 自驾车到达市中心仅需

10余分钟。 多条公交线（56、343、

542、332、533）经过项目周边，已经

开通运行的地铁二号线惠王陵站距

离项目1000米。

主力户型为约64平米2房单卫，

约82平米3房单卫，各户型赠送率均

达到10%左右，户型设计延续合能一

贯的精品原则， 明厨明卫、 方正合

理、高实得率。

项目地址：

成都市东三环娇子

立交外成龙大道与锦江大道 (原香

樟大道)交汇处（锦江城市花园旁）

销售热线：

028-65193888

活动时间：

2014.01.01—2014.01.31

� � � �新的一年已经来到，生命中总会

有些新东西。新的一天、刚结婚的新

人、新开的花朵、新的生命、新添置

的物件……其实每个人对“新”都有

不同的理解。如何理解“新”，就是

这次活动的目的。拍下凡是和“新”

有关的，给大家看看你身边的“新东

西”吧。

参赛方式

先在活动帖里报名，确认参与本

次比赛，并在活动下面“添加作品”

作品要求

图片尺寸长边不低于1000像素，

作品单张数量不限，以图文并茂的方

式上传组图（3张以上）。

作品风格不限， 允许后期软件

适当色彩调整等处理， 但必须保留

照片原始数据， 方便调原图核实作

品信息。

在帖子正文里填写文字说明，方

便拍客交流学习。

图片网将邀请专业摄影师从候

选作品中评选出本期最佳作品及获

奖者。

本期活动优秀作品，将有机会在

《快一周》等杂志发表，凡上版照片均

支付现金稿酬。

您想以平常一半的价格买到青海玉

树的极品冬虫夏草吗？

为打破虫草市场价格暴利，让

成都市民购买到原产地好虫草，

2014年1月4日上午8点半，“虫草产

地直销” 活动将在锦江区玉沙路8

号经典坐标一楼大美青海（青海特

产）正式开始，市民买虫草一下子

省钱50%！

本次“虫草产地直销”活动由

四川青海商会、 四川青海故事商贸

易有限公司联合推出， 届时大美青

海（青海特产）店的一周年店庆活

动也将同步进行。

冬虫夏草被誉为天下第一草，

“百虚克星”、“百药之王”等诸多美

誉，加之冬虫夏草只生长在高原海拔

3500-5000米高寒湿润的深山灌丛

和高山草甸上，这一切都注定了冬虫

夏草的身价不菲。这次“虫草产地直

销”活动全部虫草均选自青海玉树，

每一头都经过精挑细选，直接从原产

地发到成都，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的环

节。据活动组委会负责人介绍，本次

销售的虫草全部以最低价回馈商报

读者，近乎省去一半的价格，目的就

是要消费者得到实惠，每一分钱都物

超所值，同时也让消费者了解虫草价

格真相， 打破传统商场虫草价格体

系，拉近了虫草与原产地第一产业链

和消费者直接一对一的互动，让每个

想养生、懂进补的成都市民，都能轻

松地吃上高品质的虫草。

品质保证 ，

100%

海拔

3800

米来的

玉树虫草

众所周知， 青海玉树虫草的品

质居世界首位。正因如此，催生出部

分外地虫草冒充玉树虫草， 不法商

贩从新疆、 四川等地以低价收购劣

质虫草，经过包装冒充玉树虫草，扰

乱市场，甚至人为添加虫草分量，注

水和金属粉， 坑害消费者。 专家提

醒：买虫草要两眼。

本次特卖会保证：

每一头虫草都是海拔3800米以

上的正宗青海玉树虫草， 是全世界

极好的虫草； 每一头虫草都是原生

态，从挖草人手中直达市民手中；每

一头虫草都是精品虫草， 色正、体

满、高营养、无断草、无穿签、无死

草、干度达95%以上；统一进行严格

的分筛和杀菌直达市民您手中。

产地直供模式， 让挖虫草的牧民多

点收入， 让成都的市民花最少的钱

吃上青海玉树正宗的虫草

过去冬虫夏草和黑枸杞从挖掘

到消费者，要给历数十道销售环节，

层层加价，价格虚高不下，本次原产

地直供，不经中间环节直通消费者，

砍掉代理商、经销商、店面租金等环

节高额费用，将价格一降到底。

原产地直供模式阻断流通环节

制假、造价、以假乱真、以劣充优现象，

让消费者每一分钱花的实实在在。

药典称：虫草为“起死回生”的圣药

200多年来，几十部中医药典都

把冬虫夏草列为首选用药， 将其誉

为“起死回生”的圣药，称其治病效

果显著。比如《本草从新》：“保肺

益肾，止血化痰，具回生之用。”《中

药大辞典》：“百药之王， 治诸虚百

损。”《本草纲目拾遗》：“能治百虚

百损。”《柳崖外编》：“冬虫夏草炖

食之，大补，回春效显。”

服用冬虫夏草补虚， 要因人因

病而异，或单药服用，或配合他药同

用。可以煎水、炖汤、做成药膳服食，

也可泡酒、 泡茶等。 例如有腰痛虚

弱、梦遗滑精、阳痿早泄、耳鸣健忘

及神思恍惚诸症， 可单用冬虫夏草

每次2克，研末，空腹送服，每日早晚

各一次；也可用冬虫夏草5克，配杜

仲、川断等，煎汤饮服。属病后体虚，

或平素体虚容易感冒、畏寒自汗者，

可常用虫草与鸡、鸭、牛、猪、羊肉等

炖服。如用冬虫夏草5～10枚，老公

鸭一只，去除肚杂，加少许黄酒，煮

烂食用，可增强体质。或每天用虫草

4枚，煎汤后空腹服用。

冬虫夏草主要作用有增强免疫

力，杀死、抑制病毒细胞，降低化疗、

放疗副作用。冬虫夏草多糖类成分能

促进免疫细胞的增殖、分泌，增强免

疫细胞的功能，通过宿主介导而发挥

抗病毒作用。 只有人身体免疫力提

高，才能有效地避免“细胞叛变”。

送长辈、送亲友，健康大礼就送冬虫

夏草

“年年秋冬进补风，功效高低

各不同。”每年秋冬季节的成都，五

花八门的保健食品市场便异常热

闹，商家各显神通，各种宣传广告铺

天盖地，而据调查显示，今年成都保

健品市场略显“疲惫”，市民将目光

更多投向了原生态、 药食同源的冬

虫夏草身上。

“虫草产地直销”是一项意义

深远的惠民工程， 让百姓实实在在

受益、实实在在省钱，这是本次活动

的出发点和目标。

温馨提示：

从本次活动开始起， 每天前五

十名购买者免费送 （红枸杞 /�黑

枸杞 /�娜兰菊）任选其一瓶；凡到

店者，都可免费品尝黑枸杞茶 /�娜

兰菊花茶 /�虫草养生茶。

凡活动期间购买者还可参与抽

奖活动，价值不菲的和田玉手镯、和

田玉手把件、 和田玉吊坠一定会让

你心跳不已。

预约电话 ：

18709777776 （青

海 ）、13668167772 （ 成 都 ）、

18161219979（成都）

活动地址：

锦江区玉沙路8号经

典坐标一楼大美青海（青海特产）

公交路线：

101路、5路、61路、7

路、80路、37路可直达红星路口站

核心

提示

记录冬天 分享行走

———成都图片网摄影比赛征集中

1月月赛———冬游记

活动时间：

2014.01.01—2014.01.31

参赛方式

1、在活动帖里报名，确认参与本

次月赛，并在活动下面“添加作品”。

2、为了

方便识别 ，

请在个人资

料里更新头

像。方法：页

面右上 “个

人中心”—

“ 个 人 设

置 ”—“修

改头像”。

作品要求

1、只开

一个主帖，在同一个帖子里发图若干

张（图片尺寸长边不低于1000像素，

文字简洁生动）， 写上文字说明。图

片具有故事性和游记的特点。 请注

意， 不符合要求有可能就会被咔嚓

掉。

2、图片内容以“行走、冬天”为

主，记录生活，反映行走的生活状态。

允许后期适当色彩调整等处理。

3、参赛者上传作品，内容不得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本

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成都图片网所

有。

评选方法

1、 由图片网编辑推举本期月赛

优秀作品作为候选作品，核实候选作

品是否符合比赛规则等。

2、 图片网将邀请专业摄影师从

候选作品中评选出本期最佳作者及

优秀作品获奖者。

奖品

一等奖：限量版福克斯汽车模型

二等奖：

16GB u

盘

三等奖： 佳能

5Dmark3

纪念限

量版帆布手提袋

1月擂台赛———新年寻新

开辟产地直供模式 省钱50%买放心虫草

———2014年1月4日开抢啦！

合能锦城户型赠送率均达到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