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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请你免费吃虫草！全部来真的！

加上乌鸡和松茸，大补元气

就在本周末，成都商报买购网做出一个疯狂决定：邀成都市民免费进补极品珍馐

恭喜你！当你看到这

个标题和这些文字的时

候，你已经中奖了！

因为，成都商报买购

网刚刚做出了一个疯狂

的决定： 在这个初秋，也

就是本周六和周日（8月

23日和24日），邀请成都

市民免费进补———免费

吃虫草！ 而这还不是全

部， 还有乌鸡和新鲜松

茸，放在一起制作成一道

鲜美可口的极品珍馐：虫

草松茸鸡汤！从青海玉树

直运到成都，黄金一样的

冬虫夏草在里面漂起，请

你来吃，完全不要钱！

谁说天下没有免费的虫草？只要你在

这个周末起得早，跑得快，来对地方，就几

大锅免费的虫草等着你品尝！因为，这一

次，成都商报买够网要在全成都做一件疯

狂的事情：免费请市民吃虫草！对的，你们

没有看错：一大锅虫草免费吃！黄金一样

的虫草在里面漂起，完全不要钱！几大口锅

都准备好了，这次专门请了药膳厨师来为

大家烹饪如此高大上的极品美食：虫草加

上乌鸡、松茸往里面一炖哦，五米以外都

喷香扑鼻！看清楚时间：本周六（8月23

日）和周日（8月24日）上午、下午各送出

一大锅，每人每天限领1杯，送完即止，绝

对鲜、香、补！最疯狂的是完全不要钱，虫

草捞起免费吃！而且现在正逢初秋，正是

进补的最佳时节，在这样的日子，喝上一

份虫草松茸鸡汤，暖身暖心，将伴随您抵

挡又一季的寒风。

成都商报记者

成都首届虫草文化展览暨特卖会时间

本周五至周日 （8月22日10:00-18:00；8月23、

24日9:30-18:00）

虫草文化展览暨特卖会地点

书院西街1号亚太大厦4楼 (大慈寺斜对面、原锦

江区政府办公地背后、成都商报老办公楼）

特卖会产品 正宗青海玉树冬虫夏草

咨询热线 028-86626666

每日“疯狂”价 99元/克！ 先到先买，每人限购

100克，每天限量1斤，卖完即止！

震撼“冰点”价

2500头/斤的虫草，药店价398元/克，特卖价186元/克

2000头/斤的虫草，药店价456元/克，特卖价218元/克

1500头/斤的虫草，药店价526元/克，特卖价248元/克

1000头/斤的虫草，药店价726元/克，特卖价348元/克

谁说虫草难辨真伪？在本周五至周日

（8月22日~24日）， 由成都商报买够网主

办的成都首届虫草文化展上，将首次全城

披露虫草造假术，为公众实物呈现十余种

伪造虫草的辨别方法。在这几天此消息公

布后，作为主办方的成都商报买够网方面

就收到了无数的咨询电话，有不少市民都

对展览上将首次全城公开虫草造假方法

的行为感到痛快，希望能亲眼看一看并且

学一学辨别假虫草的方法。除了心急学习

真伪虫草鉴别方法的，还有一些市民来电

希望现场的专家帮忙鉴定一下自己手中

的虫草到底是真是假。而这样的首次全城

公开揭秘虫草造假，就是要让虫草消费者

告别懵懂，拒绝受骗。

同时，此次展览也是一次绝对不能错

过的健康知识展，在展览现场将呈现关于

冬虫夏草的各种文化与知识，无论是冬虫

夏草神奇的成分、结构，还是它神秘的变

种、 挖掘过程都将在展览上通过实物、模

型、多媒体等手段进行呈现。此外，最不可

思议的是，展览现场除了虫草，还有各种与

虫草文化相关的珍宝首次在蓉展出，不仅

有50厘米长的陶瓷虫草，还有一块虫草形

状的罕见珍贵玉石，重达2公斤，其色其状，

让人啧啧称奇。展览地点在书院西街1号亚

太大厦4楼 (大慈寺斜对面、原锦江区政

府办公地背后、成都商报老办公楼），时间

是本周五到周日（8月22日~24日），期间免

费对公众开放。

谁说虫草只能被极少数的人所亲近

和品尝？这一次，与成都首届虫草文化展

同时举行的还有2014年成都商报买够网

首届虫草特卖会。 就在今年虫草减产导

致价格上涨的市场行情下， 成都商报记

者提前打探到： 成都商报买够网做出了

一个震惊虫草市场的行为———逆市降

价，正宗青海玉树出产的今年的新虫草，

新鲜直运成都，最低仅99元一克！

冬虫夏草是我国著名的珍贵中药，

它神奇的功效一直被广为传颂， 由于它

极其名贵，被称为“软黄金”，很多人都

渴望亲近但又往往被商店中的天价给吓

退了。去年，成都商报买够网联手青海玉

树虫草经纪人推出的虫草特卖会曾打破

这种高价， 吸引了无数成都市民疯狂抢

购，在今年8月22日~24日，成都商报买够

网 （mygo.chengdu.cn）2014首届虫草特

卖会更是去掉所有中间环节， 直接一手

采购， 从青海玉树直接将正宗冬虫夏草

运至成都， 全部都是今年在玉树挖出来

的新虫草，不仅保证正品，更去掉所有中

间环节费用，让一直以来“高高在上”的

冬虫夏草也能走入成都的百姓家， 让价

格降到最底限。最低99元一克！别人都在

涨价，成都商报买够网却敢降价！

正因为直接从玉树产区采购运到成

都，无任何中间环节，在2014成都商报买

够网首届虫草特卖会上的虫草才能够如

此有底气地卖出“逆势而降的疯狂价”，

买够网负责人在此郑重承诺： 此次虫草

特卖会保证是2014年的买够网最低价，

错过本周末3天，绝对悔一年。

正宗青海玉树冬虫夏草这样的价格是不是低到了

吃顿火锅的钱？悄悄告诉你们，已经有很多去年就买过

的大爷太婆和小伙子姑娘又提前打电话来咨询了，但

是，对不起，这次不排号，哪个起得早、跑得快、眼睛雪

亮、哪个就能第一个抢到“欺头”！而且，这一次，不仅

是震撼低价， 在这次活动期间单笔购买虫草金额上万

元的顾客将获赠价值1088元的高科技健康体检， 一共

100个名额，先买满10000元先得，仅限3天活动期间，送

完即止。

如此高大上的健康体检绝对人人喜爱———不

用抽血，完全无创，世界一流的先进健康体检！这套

体检是恺优健康引进全世界最先进、全无创的航天

员检测技术———AMP多功能无创血液分析仪，全面

检测人体125项指标，科学分析身体状况，输出完整

检测评估报告。 该系统不用抽身体的任何东西在

3~15分钟即可得到全身的数据化的检测指标和检

测分析报告。

AMP无创血液分析仪采用非介入的方式，通过检

测人体表面几个生物活性点的温度函数来确定

1.血液成份（血常规、生化各项、血脂各项） 2.电

解质代谢 3.血液纤维溶解系统 4.酶系统（血淀粉酶、

肝功能、胆红素等） 5.氧气的运转和利用（血糖、血

脂、肺功能、肾功能等）及CO2吸收和运转。6.器官血流

量占总血流量的百分比 7.器官血流量 8.心脏动力学

指标（心电图、心肌酶、脑脊液压力、中心静脉压、血气

分析、胃液H+浓度等） 9.尿睾丸酮 10.总雌激素 等

各大项指标 。

成都首届虫草文化展周五开幕 首次全城披露虫草造假术

虫草逆市降价，最低99元/克 今年玉树新虫草，省掉中间环节直运成都

免费请你吃虫草！只有我们敢！ 本周六和周日两天，捞起免费吃，送完为止

虫草最低99元一克！

全部正宗青海玉树冬虫夏草！

买够万元就送1088元无创高科技体检

享全球最先进的全无创航天员检测技术

招聘
●印厂小森聘助手18280373026综合技能培训
●某中职学校余200床位出租（限
艺考培训）62300189空调修移
●成百特价修移空调★加氟清洗
85559418★87772265★84315218
●移机修空调冰箱加氟85043361全自动麻将桌
●飞针麻将寻合作15328080888
●麻将高科技合作18582884082
●扑克机麻新方法18782444414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租车行
●智友商务旅游租车★69958229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绿化·美化
●私家庭院、假山喷泉86634353装饰装修
●室内施工、设计4008-757-696
●餐厅、酒店装修13880358023
●质优价廉放心装18782166168清洁公司
●东怡保洁84376668★87687466
●新鸿保洁85186977★84414889
●天天净87616277毯85403350墙保洁服务
●日新保洁84350886洗外墙地毯疏通管道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

●86137882超低疏掏●85548728
●玉林85566508牛市口84535986疏管掏粪
●环卫优价掏粪●18980938982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专业疏管★抽掏粪★85434505搬家公司

●玉龙搬家87326666优86259642

●好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红运低价84337798优84345188

●好又快★180元搬家85184427
●棒棒87486898优84896294长途丧葬一条龙服务
●85593168灵堂棚公墓86276116二手货交换
●收空调餐厨废旧18280032421
●高高收二手物资13668246588
●收空调所有废旧13882069609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收空调桌椅厨具13880031839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典当行
●人和典当★汽车民品87086222报废车回收
●高价回收报废车13684018535律师服务

工商行业咨询
●86664773建筑资质执照代理
●建筑资质新办★升级88877719

●专业资质、执照代理86277220

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低价办照★资质记账87663899
●61515001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取名公司
●酿名苑权威命名机构66000076

商务咨询

●豪邦婚姻调查★13350895007
●诚信婚查成功付13881761948启事
●李科、熊丽遗失成都市成华区成
宏路1号东方丽苑4栋3单元14楼4
号契税发票（发票编号00030 19，
金额3543.80元，大写：叁仟伍佰肆
拾叁元捌角）特此声明
●成都环务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
持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卡（卡号510
1240000125663）遗失，特此声明。
●东方丽苑5-204契税维修金406
2.65元；房款收据1、编号0555116
（66785元）2、编号2021330（14万
元）收条遗失
●四川立良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陈
柏林二建印章一枚川2510708072
86（00）建筑专业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乐民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位
于成都市高升桥东路15号4栋房屋
产权证（证书编号监证市房监字
第0193736号）遗失
●成都五洋劳务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
510107062406786)；银行开户许可
证(编号6510-01626226)；法人章
(5101008984178)作废
●成都市吃茶去茶艺有限公司卫
生许可证川卫证字（2010）第
510107000750号遗失作废
●金牛区美灿化妆品经营部，注册
号510106601441091，经营者姓
名：高欢欢，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湖南华宇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CVI标段项目部公章遗失作废

●张光阳私章遗失作废

●温江腾杰园艺场税务登记证正
本：川税字510115L25908616号遗
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
510123600178139遗失

房屋租售
●市郊三千人校舍及市内大型商
铺出租（028）84406029
●酒店内500平浴足招租，精装
设施齐全，电话18080199729
●成华区5米4层高超值写字楼特
价销售，可分期15928102778

写字间租赁
●丽都路精装写字楼（带全新办
公家具）出租18086852427
●庆玲楼梁家巷超低价86927793

营业房
●庆玲楼一号桥千余平86927793
●转60亩30年农庄13880048302

●市中精品酒店转15928023539

草市街和平电影院物业四千平
租13668160571、18980960119酒楼·茶楼转让
●精装茶楼低租13540220690
●金沙茶楼急优转13980831698
●半价抛5千万酒店13880341588
●转玉林旺茶楼13980016758
●市中心一高端盈利中慢摇吧转
让，价格面议电话13550303289餐馆转让
●转高新380平中餐15882131296
●新装大型咖啡厅联营或转让
电话：13350884560
●西一环路旁一休闲小院800平米
出租，35元/平米18980899771
●市内特旺餐40平13096359855
●琉璃旺铺招租13438331566
●晋阳路千盛百货400平旺餐优
转18008038750
●转二环老妈兔头15208259819
●市中心旺餐急转13708074088
●潮音路餐转260平13982246989
●急转460平火锅店15202840373
●新津火锅转680平13438463296
●红牌楼旺铺租转18200285185
●通锦桥鱼火锅转13551218636
●东大街140平优转18628152215

●市区旺餐转600平18782219992店铺
●市中心旺铺转租18086852427
●转建设路370平铺13882293389
●一环路体育学院对面歌城4800
平78个包间优转13880105275
●航天立交转空铺15228880282
●东门二环内临街二楼1100平米
可分租口岸佳18081875300
●人人乐旁130平铺13808217038

●二类汽修厂转让13980566155
●老川师新餐旺铺13666195972厂房租售
●龙泉经开区汽车产业园70亩厂
房出售（拒中介）13308048563

●★★仁寿视高工业园厂房租售
1.5万平带5T行吊18583830557
●沙西线厂库出租13308186066
●羊安工业园区标厂70亩优租专
变带行吊机械优先13551247699
●都江堰厂房租售13880054834
●青羊区厂房出租13981939378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新都石板滩镇2300平厂、库房
租，设专变、三通13982099043
●厂房8500平可分13568851818
●龙泉1万平厂房出租83602345
●双流工业园标准厂房出租
13980050518
●出售酒厂十亩证13980042333

●簇桥28亩厂房分割租66555007

●电镀厂出租证齐13882299636担保公司

房产抵押咨询

招商
●建筑公司寻股东15882242108
●转60亩果园.养场13981825382
●武侯外双楠交界22亩商住地股
份转让或合作13658098219

●建筑工程总包及装修寻垫资抵
房其他形式分包18380216004

●寻药械区域配送13880892289

●华阳百亩工业地控规已变寻合
作,另一环住宅地转13982123820
●实业寻合作杨13901598301
●求闲置公司执照15208253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