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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粮油类

图片 品名 单位 商品介绍
价格

（元）
团购价
（元）

源爹爹
五常富硒稻花香大米

10斤装
袋

中华特产网五常大米专供基地采取全人工播种、
管理和收割，不施化肥，不打农药，而是全部使
用绿肥、饼肥，并且采用鸭稻共生方法来控制田
间杂草和害虫。故而产品品质好，无污染，安全
放心。具有颗粒饱满、质地坚硬、干物质积累多
、营养成分高、可速溶解的双链糖含量高、支链
淀粉含量高等特点。所做成的米饭油性大、饭粒
晶莹透亮，口感清淡略甜、绵软略黏、芳香爽口
。

298.00 238.00

源爹爹
新疆奇台面粉

10斤装
袋

奇台面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
台县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奇台面粉营养
价值很高，其中含有人体必需的蛋白质、氨基酸
、钙、铁、锌，还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多种活性
物质，奇台面粉中蛋白质、氨基酸、面筋质含量
和延伸度居于全国之首，粗蛋白含量10.77-17.3 
克/100克、湿面筋含量30.8-34.1克/100克、铁
含量3.9毫克/100克、钙含量59.9 毫克/100克、
锌含量0.57 毫克/100克，是面粉中的极品。

128.00 98.00

野生葛面(宽/细)
500g*4

箱

野生葛根面，是在面粉里合理的添加野生葛根
粉，加工成的挂面。葛根为药食两用植物，有味
甘平，主消渴、解诸毒、散郁火、长阳解肌、生
津、解酒、止渴等功效。葛根富含氨基酸和硒、
锗、锌、锰等微量元素，营养价值较高。同时葛
根富含的异黄酮活性成分，被称为天然雌激素，
具有滋润肌肤，恢复皮肤弹性、促进胸部发育增
大和缓解女性更年期综合征的作用，还具有保护
血管弹性，降低血管疾病发生率和抗衰老，延年
益寿等功效。

158.00 128.00

吉林有机小米礼盒
（400g*8）

盒

中华特产网专供吉林有机弱碱小米产于吉林省乾
安县，基地位于世界公认的北纬45°优质农产品黄
金产业带，土壤和水都呈弱碱性。所产小米是按
有机化种植、采收、加工标准精制而成，是天然
的有机弱碱小米，常食有助于调节人体酸碱平衡
。米粒饱满，色泽金黄，手感光滑沉实，煮熟的
小米饭入口绵甜爽滑，香味浓郁；煮熟的小米粥
黄粘适口，唇齿留香。小米营养价值高，营养全
面均衡 ，主要含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及氨基酸
、脂肪及脂肪酸、维生素、矿物质等。

198.00 158.00

源爹爹八宝杂粮礼盒 盒
内含小米红豆400g*2、绿豆400g*2、莲子
200g*2、薏米400g*2、藜麦400g*2、黑米
400g*2、虹米400g*2、花生米400g*2。

298.00 238.00



源爹爹富硒黑米礼盒
（500g*6）

盒

源爹爹富硒黑米米粒的硒元素含量高，并富含铁
、钙、锰、锌、总黄酮等微量元素及营养物质，
口感柔软粘稠，天然米香浓郁，具有健脾开胃、
补肝明目、延缓衰老、增强体质、保持心血健康
等功效。

198.00 158.00

源爹爹富硒虹米礼盒
（500g*6）

盒

源爹爹富硒红米是特种稻米的一种，素有米中良
好之称，民间又称其为“药谷”。富硒红米的营
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都比较高，有补血、健脾、养
胃及缓解神经衰弱症等多种作用。

198.00 158.00

源爹爹藜麦礼盒
（500g*4）

盒

藜麦是一种全谷全营养完全蛋白碱性食物，其营
养价值超过任何一种传统的粮食作物，其蛋白质
含量与牛肉相当，其品质也不亚于肉源蛋白与奶
源蛋白。藜麦所含氨基酸种类丰富，除了人类必
须的9种必须氨基酸，还含有许多非必须氨基酸，
特别是富集多数作物没有的赖氨酸，并且含有种
类丰富且含量较高的矿物元素和维生素，不含胆
固醇与麸质，糖含量、脂肪含量与热量都属于较
低水平，并且其所含脂肪中不饱和脂肪酸占83%
。藜麦富含的维生素、多酚、类黄酮类、皂苷和
植物甾醇类物质具有多种健康功效。

198.00 158.00

金油树山茶油礼盒
500ml*2

提

金油树山茶油是用产于浙江山区的天然野山茶的
种子经手工物理压榨而成的，山茶树生长环境没
有污染，空气清新，整个生长过程中不施农药和
化肥。
山茶油营养丰富，除脂肪酸外，还含有氨基酸、
维生素、山茶甙、茶多酚、皂甙、鞣质、角鲨烯
等营养成分和钙、铁、锌等微量元素。长期食用
山茶油可预防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还可减缓衰
老、降血压、降血糖、降胆固醇和降低癌症的发
病率。

328.00 258.00

金纽带
特级初榨橄榄油礼

包
500ml*2

提

橄榄油，属木本植物油，是由新鲜的油橄榄果实
直接冷榨而成的，不经加热和化学处理，保留了
天然营养成分，橄榄油被认为是迄今所发现的油
脂中最适合人体营养的油脂 。含丰富的单不饱和
脂肪酸——油酸，还有维生素A、维生素B、维生
素D、维生素E、维生素K及抗氧化物等。长期食
用橄榄油可以防止发生高血脂症、脂肪肝和保护
心脏，有助于减少高血压病、冠心病、脑中风等
富贵病的发生风险。
甘肃陇南田园油橄榄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金
纽带橄榄油荣获国家有机种植和有机加工双有机
认证，并曾荣获国际油橄榄理事会马里奥索利纳
斯质量奖一等奖，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该奖项一等
奖的橄榄油生产企业。

378.00 298.00

金纽带
特级初榨橄榄油礼

盒
500ml*6

箱 1118.00 888.00

源爹爹富硒菜籽油
1500ml

罐

优质菜籽油不饱和脂肪酸中的油酸含量仅次于橄
榄油，平均含量在61%左右。此外，菜籽油所含
有的对人体有益的油酸及亚油酸含量居各种植物
油之冠。中医理论认为，菜籽油味甘、辛、性
温，可润燥杀虫、散火丹、消肿毒，临床用于蛔
虫性及食物性肠梗阻，效果较好。还具有一定的
软化血管、延缓衰老之的功效。

138.00 110.00



二、肉、禽、蛋与肉制品类

图片 品名 净重 商品介绍
价格

（元）
团购价
（元）

湘西黑猪礼盒
（五花肉500g、精
瘦肉500g、排骨

500g、后腿肉500g
、通脊肉500g、肋

排500g）

3000g

湘西黑猪在湖南娄底、邵阳建成4座年出栏
30万头以上的现代化牧场，中草药无抗饲料
喂养，自繁自养，保证猪肉的品质。采用18
道检验检疫工序，更安全；精致修割，更优
质；低温排酸，更美味。肉色鲜红，红肌纤
维多，脂肪洁白如雪。清水煮后无异脂味，
汤汁清亮，烹饪时猪油不粘锅。
农业部连续四年主导品种，GLOBAL　GAP
认证，孕妇孩子放心吃。

588.00 468.00

湘西黑猪
五花肉

500g 98.00 78.00

湘西黑猪
精瘦肉

500g 98.00 78.00

湘西黑猪排骨 500g 98.00 78.00

湘西黑猪肋排 500g 98.00 78.00

湘西黑猪后腿肉 500g 98.00 78.00

湘西黑猪通脊肉 500g 98.00 78.00

湘西黑猪腊肉 500g 108.00 88.00

湘西黑猪腊肠 500g 108.00 88.00



巴马香猪腊肠礼盒
400g*5

盒

巴马香猪与其他猪相比，具有蛋白质、氨基酸、
钙、磷含量高，脂肪含量及热量低等诸多优良品
质，所含的蛋白质、脂肪、热量、谷氨酸、胆固
醇等营养成分总体优于普通家猪。更为独特的
是，巴马香猪肉中含有一种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的特殊物质，它具有多种药理性，可使血管内皮
细胞合成的抗炎物质增多，使血小板形成的血栓
素A2减少，起到预防血栓形成，有较强扩张血管
的活性，对美容和保健有特殊效果，对预防心血
管疾病有独特功效。

498.00 398.00

生态喂养土鸡 只
云南、湖北、广西等地生态喂养土鸡一只，约
1500g。

228.00 180.00

恩施土鸭 只 恩施土鸭一只，重约1500g。 158.00 120.00

生态喂养乌鸡
（1只）

只
生态喂养乌鸡一只，约1500g，产于广西、云南
、湖北、安徽等地。

268.00 200.00

生态放养
有机土鸡蛋礼盒

（30枚）
盒

生态放养有机土鸡蛋30个，产于广西、云南、湖
北、安徽等地。

128.00 100.00

生态放养
有机乌鸡鸡蛋礼盒

（30枚）
盒

生态放养有机乌鸡鸡蛋30个，产于广西、云南、
湖北、安徽等地。

158.00 120.00

安徽酱香土鸡蛋
普通礼盒
（30枚）

盒 秘制安徽酱香土鸡蛋30个。 128.00 108.00

安徽酱香土鸡蛋
竹编精品礼盒

（30枚）
盒 秘制安徽酱香土鸡蛋30个。 158.00 128.00



安徽酱香土鸭蛋
普通礼盒
（30枚）

盒 秘制安徽酱香土鸭蛋30个。 158.00 128.00

安徽酱香土鸭蛋
竹编精品礼盒

（30枚）
盒 秘制安徽酱香土鸭蛋30个。 188.00 150.00

仙桃咸鸭蛋
（30枚）

盒 仙桃咸鸭蛋30个。 158.00 128.00

仙桃皮蛋
（30枚）

盒 仙桃皮蛋30个。 158.00 128.00

三、水产类

图片 品名 单位 商品介绍
价格

（元）
团购价
（元）

荆州大白刁 斤

荆州野生大白刁一条，按重计价。荆州大白刁学
名翘嘴鲌，其体型细长，侧扁，呈柳叶形。背部
青色，体侧银灰色，腹部纯白色，背鳍、尾鳍灰
黑色，胸鳍、腹鳍、臀鳍灰白色。具有“个体
大，肉白而细嫩，味美而不腥，味美可口、营养
丰富、品味独特”的特有品质。富含蛋白质、氨
基酸、钙、磷、铁、锌等营养成分和矿物质。

68.00 55.00

大庆湿地
野生鲫鱼

斤

野生鲫鱼肉质细嫩，肉味甜美，营养价值很高，
每百克肉含蛋白质13克、脂肪11克，并含有大量
的钙、磷、铁等矿物质。其药用价值也极高，其
性味甘、平、温，入胃、肾，具有和中补虚、除
湿利水、补虚赢、温胃进食、补中生气之功效，
尤其是活鲫鱼氽汤在通乳方面有其他药物不可比
拟的作用。另外鲫鱼肉防治动脉硬化、高血压和
冠心病均有疗效。

38.00 30.00

大庆湿地
野生草鱼

斤

草鱼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对血液循环有
利，常食可起到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是心血管
病人的良好食物。草鱼含有丰富的硒元素，经常
食用有抗衰老、养颜的功效，对肿瘤也有一定的
防治作用；草鱼营养丰富，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和
多种维生素，对于身体瘦弱、食欲不振的人来
说，是开胃滋补，增进食欲，强壮身体的滋补佳
品。

38.00 30.00



大庆湿地
野生花鲢

斤

花鲢又叫胖头鱼，是一种味道非常鲜美的鱼类，
肉质非常的润滑，且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维
生素B和钙等营养元素和微量元素。从中医角度来
讲，鲢鱼可以补中益气、健脾补胃、温补肾阳，
可以有效的缓解皮肤干燥。对于一些痛经、咳嗽
、肝炎、肾炎、水肿，有很好的疗效，还可以缓
解眼干、眼涩等症状。

38.00 30.00

大庆湿地
野生财鱼

斤

财鱼又称黑鱼、乌鱼，其肉质鲜美，脂肪含量
低，且营养丰富，其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都比其
他淡水鱼类高，还含有丰富的人体必需的K，
Mg，Ca，zn，Fe，Cu．Mn，Ni，Cr等微量元
素，特别适合滋补调养。乌鱼的药用价值较高，
具有解毒、消炎、祛热的功效，用来治疗脚气、
痔疮等疾病；还具有利水消肿、补脾益气的功
效，可以用来治疗妊娠水肿。

58.00 45.00

大庆湿地
野生甲鱼

斤

甲鱼的肉具有鸡、鹿、牛、羊、猪5种肉的美味，
故素有“美食五味肉”的美称。甲鱼营养丰富，
蛋白质含量高，被视为名贵的滋补品，而且全身
各部分均可入药，具有滋阴清热，平肝益和破结
软坚与消淤等功效。还能够增强身体的抗病能力
及调节人体的内分泌功能，也是提高母乳质量、
增强婴儿的免疫力及智力的滋补佳品。

288.00 230.00

大庆湿地
野生银鱼

（冰鲜，250g/袋）
袋

银鱼味甘，性平，能益脾胃，补气润肺。用于脾
胃虚弱，消化不良；小儿疳积，营养不良；虚劳
咳嗽，干咳无痰。银鱼尤适宜体质虚弱、营养不
足、消化不良者、高脂血症患者、脾胃虚弱者、
有肺虚咳嗽、虚劳等症者食用。

48.00 38.00

大庆湿地
野生柳根鱼

（冰鲜，250g/袋）
袋

柳根鱼是江河野生的小型经济鱼类，价值很高。
也有专家称之为最原始的鱼类之一,口感好，无小
骨刺，改善心脑血管，使血液不容易凝固，并能
提高机体免疫力。

35.00 28.00

大庆湿地
野生翘嘴鱼鱼干
（250g/袋）

袋
翘嘴鱼肉白而细嫩，味美而不腥,其肉性味甘、
温，有开胃、健脾、利水、消水肿之功效，治疗
消瘦浮肿、产后抽筋等症有一定疗效。

38.00 30.00

四、火锅汤类

图片 品名 净重 商品介绍
价格

（元）
团购价
（元）

梁大厨
秘制系列火锅礼包

（6种口味，
1000g*6）

盒

乌龟火锅*1
甲鱼火锅*1
牛肉火锅*1

牛三鲜火锅*1
洪湖鸭火锅*1
松滋鸡火锅*1

888.00 698.00



梁大厨秘制
牛肉火锅

（1000g*6）
盒 梁大厨秘制牛肉火锅6袋，每袋1000g。 888.00 698.00

梁大厨秘制
洪湖鸭火锅

（1000g*6）
盒 梁大厨秘制洪湖鸭火锅6袋，每袋1000g。 888.00 698.00

梁大厨秘制
松滋鸡火锅

（1000g*6）
盒 梁大厨秘制松滋鸡火锅6袋，每袋1000g。 888.00 698.00

梁大厨秘制
乌龟火锅

（1000g*6）
盒 梁大厨秘制乌龟火锅6袋，每袋1000g。 888.00 698.00

梁大厨秘制
甲鱼火锅

（1000g*6）
盒 梁大厨秘制甲鱼火锅6袋，每袋1000g。 888.00 698.00

梁大厨秘制
牛三鲜火锅

（1000g*6）
盒 梁大厨秘制牛三鲜火锅6袋，每袋1000g。 888.00 698.00

雄二即食汤礼盒
（560g*6）

盒

老鸭汤*1
肚片汤*1

牛三鲜汤*1
土鸡汤*1
牛鞭汤*1

排骨莲藕汤*1

278.00 218.00

雄二老鸭汤礼盒
（1300g*2）

盒
老鸭就是暑天的清补佳品，它不仅营养丰富，而
且因其常年在水中生活，性偏凉，有滋五脏之阳
、清虚劳之热、补血行水、养胃生津的功效。

158.00 128.00



雄二肚片汤
（1300g*2）

盒
肚片煲汤是一款以熟猪肚200克，大葱50克等为
主要食材制作而成的菜品。

188.00 148.00

雄二土鸡汤
（1300g*2）

盒

土鸡汤的营养价值与功效如下：1、蛋白质、矿物
质等营养成分丰富；2、无公害，无激素，绿色食
品；3、肉质优良，有嚼劲；4、制汤味鲜，氨基
酸与脂肪含量适合口感；5、土鸡汤可用来改善营
养不良。

158.00 128.00

雄二牛三鲜汤
（1300g*2）

盒

牛百叶含有的蛋白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一种蛋
白质，用蛋白质呢是可以起到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牛百叶还含有脂肪，这种脂肪是为人体提供身
体所需的能量，而这种能量的是人体身体不可缺
少的一种能量，所以可以选择适量吃。

148.00 118.00

雄二牛鞭汤
（1300g*2）

盒

牛鞭汤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蛋白质是一种构
成人体细胞、组织等的重要成分，是构成细胞的
基本有机物，因此食用可以为人体提供营养物
质，增强体质、补充营养等作用。 

198.00 158.00

雄二排骨莲藕汤
（1300g*2）

盒
排骨莲藕汤对人体有很多的功效跟作用,莲藕汤有
利于身体消化,可以起到止血的作用,而且还可以降
脂降压,对美容养颜等效果好。

198.00 158.00

五、水果类

图片 品名 单位 商品介绍
价格

（元）
团购价
（元）

广西翔橙
（10斤装）

箱

中华特产网专供翔橙精选环境优良、土质肥沃的
无污染土地作为种植基地，采用源生态有机种植
方法，纯人工种植和采摘管理，不施化肥，不打
农药，不用膨大剂和增甜剂，自然成熟。产品从
基地采摘经空运直达冷库储存，品质好、安全无
污染。具有果形美观、色泽金黄、皮薄肉丰、肉
质脆嫩、清甜化渣、无核等特点，且营养丰富，
橙香浓郁。

228.00 188.00

广西鹿寨蜜橙
（10斤装）

箱

中华特产网专供鹿寨蜜橙精选环境优良、土质肥
沃的无污染土地作为种植基地，采用源生态有机
种植方法，纯人工种植和采摘管理，不施化肥，
不打农药，不用膨大剂和增甜剂，自然成熟。产
品从基地采摘经空运直达冷库储存，品质好、安
全无污染。具有果形美观、色泽金黄、皮薄肉丰
、肉软汁多、入口即化、清甜爽口、无核等特点
。且营养丰富，橙香浓郁。

228.00 188.00

广西南宁沃柑
（10斤装）

箱

中华特产网专供南宁沃柑果实中等大小，扁圆
形，果皮光滑，橙色或橙红色，油胞细密，凹点
少，容易剥离，果肉9-11瓣。可溶性固形物达
13%，富含维生素C，固酸比约27.66，可食率达
78.8%。果肉细嫩化渣，多汁味甜，香味浓郁，
是沃柑中的精品。

198.00 158.00



赣南脐橙普通装
（10斤装）

箱

赣南脐橙，江西省赣州市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赣南脐橙果大形正，橙红鲜艳，光洁美
观，可食率达85%，肉质脆嫩、化渣，风味浓甜
芳香，含果汁55%以上，有较浓郁的橙香味，甜
酸适度。赣南脐橙富含人体所必需的各类营养成
分，据检测，每100ml鲜脐橙汁含：可溶性固形
物11～15%，糖11.0～13.0g，柠檬酸0.80～
0.95g，热量207J，蛋白质0.9g，脂肪0.2g，氨
基酸203.9mg，维生素A0.127mg，维生素
B10.08mg，维生素B20.03mg，维生素C55～
75mg，并富含钙、铁、磷、镁、钾、钠等元素
。还含有维生素P、胡萝卜素、类胡萝卜素、柠檬
油、香豆素、黄酮类化合物、柠檬苦素类似物、
甘油糖脂质、吖啶酮、果胶等防癌物质。

158.00 128.00

赣南脐橙精品礼盒装
（10斤装）

箱 198.00 158.00

融安滑皮金桔5斤装 箱

融安滑皮金桔色泽金黄，个大（单果重约15g）
、多汁、香甜、而且入口化渣、无核，口感非常
细腻。滑皮金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金桔甙等成
分，对维护心血管功能，防止血管硬化、高血压
等疾病有一定的作用。同时滑皮金桔对行气、化
痰、醒酒、腹胀、咳嗽痰多、烦渴、咽喉肿等有
显著食疗功效，常食滑皮金桔，还可以增强机体
的抗寒能力，防治感冒。

218.00 175.00

阳朔油皮金桔5斤装 箱

阳朔油皮金桔果皮光滑，油胞小而密生，色泽为
橙黄色至橙红色，有特殊的金桔芳香味，果皮质
脆爽口，果肉蜜甜化渣。阳朔金桔含有丰富的维
生素C、金桔甙等成分，对维护心血管功能，防止
血管硬化、高血压等疾病有一定的作用。还能增
强机体抗寒能力，可以防治感冒、降低血脂，对
治疗眼疾、咳嗽、哮喘、防止动脉硬化等特殊功
效。

188.00 150.00

麻阳冰糖橙10斤装 箱

麻阳冰糖橙俗称冰糖包、冰糖柑，因含糖量高而
得名。其果实圆球形，果形端正，整齐，果面光
滑，呈黄红色，色泽艳丽，皮薄肉厚，果汁丰
富，无籽，酸甜适口。而且营养丰富，除含多量
糖分、有机酸、矿物质外，还富含维生素C，经常
食用有清热化痰、理气降压、明目利尿之功效。

168.00 135.00

秭归脐橙10斤装 箱

秭归是著名的“中国脐橙之乡“，栽培柑橘的历
史有2000多年之久。秭归脐橙品质优良，风味独
特，具有果大无核、皮薄、色鲜、肉脆汁多、香
郁味甜。且营养丰富，其可溶形固形物含量
12—15%，每100毫升果汁中含糖11—13克、酸
0.6—0.9克、维生素C50—60毫克，并富含蛋白
质、无机盐、粗纤维、钙等多种营养成分，是老
少皆宜的鲜食柑桔精品和纯天然保健果品。

218.00 175.00

秭归血橙10斤装 箱

中华特产网秭归血橙专供基地位于长江三峡河
谷，采用源生态种植方式，人工除草，不施化
肥，不打药，物理防虫害，精心梳果剪枝，坚持
不催熟，不提前采摘，让果实自然成熟，确保产
品品质与安全。秭归血橙甜酸比适当，口感极
佳，且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具有抗氧化功能，
能够促进细胞再生，改善皮肤，深受女性朋友的
青睐。

218.00 175.00



湘西红肉蜜柚
（2枚装，约3kg）

箱

湘西红肉蜜柚不仅具有果大皮薄，瓤肉无籽，多
汁柔软，不留残渣，清甜微酸，味道永携的优良
特点外，更即有色泽鲜艳，美丽诱人的特征。红
肉蜜柚营养丰富，富含维生素C、钾、铁、钙、铬
、叶酸等营养成分，其所含的黄酮类色素大部分
具有维生素p的功能，可软化血管，维持毛细血管
的正常通透性；类胡萝卜素和黄酮类色素都具有
抗癌作用。因此，红肉蜜柚具有调节人体的新陈
代谢，祛痰润肺，消食醒酒，改善胃肠环境，降
火利尿，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抗癌等功效。

118.00 98.00

泰国青柚
（2枚装，约3kg）

箱

泰国青柚外型呈短球形，果肉粉红，果心小，肉
质较白柚柔软多汁，糖度高、酸味低，故又称之
‘蜜柚’。青柚营养丰富，果汁可溶性固形物12-
25%。每100毫升果汁中含糖7-15克，酸0.3-1.5
克，维生素C40-250毫克；此外还含有丰富的维
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P、胡萝卜素、钙、
磷、铁、镁、锌、钾、钠等。成熟果实果皮的油
胞核果肉的汁胞中含有高级醇、醛、酮、挥发性
有机酸与烯等，发出诱人的香气，直至幽香满
室，食之清香盈口。

748.00 598.00 

广东沙田柚
（2枚装）

箱

沙田柚原产于广西玉林市容县沙田村，原名"羊额
籽"，后被清乾隆皇帝所赐而得名。因其成熟时外
皮呈金黄色，又名金柚。沙田柚不但营养价值
高，而且还具有健胃、润肺、补血、清肠、利便
等功效，可促进伤口愈合，对败血病等有良好的
辅助疗效。并且含有生理活性物质皮甙，可降低
血液的黏滞度，减少血栓的形成，故而对脑血管
疾病，如脑血栓、中风等也有较好的预防作用。
同时鲜柚肉由于含有类似胰岛素的成分，更是糖
尿病患者的理想食品。

118.00 98.00

海南黄金菠萝
（2枚装）

箱

黄金菠萝是中华特产网基地潜心八年培育的菠萝
新品种，因其成熟后外皮和果肉都色泽金黄而命
名，其果眼浅，易削皮，叶短而光滑，肉质脆
嫩，纤维较普通菠萝少，糖含量高，汁多味甜，
香味浓郁。并且营养丰富，其成分包括糖类、蛋
白质、脂肪、维生素、蛋白质分解酵素及钙、磷
、铁、有机酸类、尼克酸等，有清热解暑、生津
止渴、利小便的功效，并且有降血压、降血脂、
美容、减肥和防治感冒的作用。

128.00 108.00

海南皇帝蕉
（5斤装）

箱

皇帝蕉果小，长约10厘米左右。无籽，皮薄、熟
后呈金黄色，果皮厚度只有0.1厘米，果肉芳香，
肉质呈鹅黄色，香甜可口，芬芳扑鼻。皇帝蕉果
实营养丰富，可溶性固性物高达26.5%-30.2%。
每100克可食部分含碳水化合物20克，蛋白质1.2
克，脂肪0.6克，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和铜、钾、镁
等微量元素。既能促进消化，给人体补充能量，
还能起到降血压和预防高血压、减少便秘、缓解
失眠和神经衰弱症状的作用。

128.00 108.00

海南源生态
黄金百香果
（750g*2）

提

百香果含有17种氨基酸，丰富的蛋白质、脂肪、
糖、维生素、钙、磷、铁、钾、SOD酶和超纤维
等165种对人体有益物质，具有天然纯净、浓郁
甘美、酸甜可口的特点。还有生津止渴、提神醒
脑、润肠通便、补肾健身、排毒养颜、解酒护肝
、消除疲劳等功效，对高血压、高血糖、口腔溃
疡、牙周炎、咽喉炎、结肠炎、肠胃病有辅助疗
效，同时对强健骨骼、舒缓骨质疏松，提高人体
免疫力，预防疾病有一定辅助效果。

128.00 108.00



广西火龙果
（4枚装）

箱

火龙果性甘平，主要营养成分有蛋白质、膳食纤
维、维生素B2、维生素B3、维生素C、铁、磷、
钙、镁、钾等。富含大量果肉纤维，有丰富的胡
萝卜素，维他命B1、B2、B3、B12、C等，果核
内 (黑色芝麻之种子) 更含有丰富的钙、磷、铁等
矿物质及各种酶、白蛋白、纤维质及高浓度天然
色素花青素(尤以红肉为最)。具有防止血管硬化、
排毒护胃、美白减肥、预防贫血、改善视力和抗
辐射等功效。

118.00 98.00

阿克苏苹果
（12枚装）

箱

阿克苏苹果皮薄，果面光滑细腻、色泽光亮、着
色度高、蜡质层厚；果肉细腻、甘甜味厚、汁多
无渣、口感脆甜；果核透明、果香浓郁、多有糖
心；富含维生素C、纤维素、果胶、糖、蛋白质、
钙、磷、铁、锌、钾、镁、硫、胡萝卜素、维生
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C、烟酸、纤维素等营
养成分，营养丰富。具有生津止渴、润肺除烦、
养心益气、润肠、止泻、解暑、醒酒、美白牙齿
和皮肤等功效，还有预防癌症、骨质疏松和心脑
血管疾病的作用。

228.00 188.00

昭通苹果
（12枚装）

箱

昭通苹果，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特产，全国农产
品地理标志。其含糖量高，风味浓，肉质脆，比
较细嫩，美味可口。富含维生素C、纤维素、果胶
、糖、蛋白质、钙、磷、铁、锌、钾、镁、硫、
胡萝卜素、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C、烟
酸、纤维素等营养成分，营养丰富。具有生津止
渴、润肺除烦、养心益气、润肠、止泻、解暑、
醒酒、美白牙齿和皮肤等功效，还有预防癌症、
骨质疏松和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

168.00 135.00

库尔勒香梨
（5斤装）

箱

库尔勒香梨因具有色泽悦目、味甜爽滑、香气浓
郁、皮薄肉细、酥脆爽口、汁多渣少、落地即碎
、入口即化、耐久贮藏、营养丰富等特点，被誉
为“梨中珍品”、“果中王子”。其果实香味浓
郁，肉质细腻，味甜多汁，富含多种矿物质、维
生素、氨基酸等微量营养成分，营养丰富。并有
“润肺、凉心、消痰、消炎、止咳、解疮毒酒毒
”等作用，维吾尔医、蒙医中常把它作为食疗佳
品。

128.00 108.00

贵长猕猴桃
（20枚装）

箱

贵长猕猴桃产于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故又称修
文猕猴桃。其果体长圆柱形，果肉呈翠绿色，具
有果肉细嫩，肉质多浆，果汁丰富，清甜爽口，
酸甜适中的独特品质。猕猴桃除含有猕猴桃碱、
蛋白水解酶、单宁果胶和糖类等有机物，以及钙
、钾、硒、锌、锗等微量元素和人体所需17种氨
基酸外，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葡萄酸、果糖、
柠檬酸、苹果酸、脂肪。最引人注目的是其所含
的具有出众抗氧化性能的植物性化学物质SOD，
据美国农业部研究报告称，猕猴桃的综合抗氧化
指数在水果中名列居前。常吃猕猴桃可以预防老
年骨质疏松，抑制胆固醇在动脉内壁的沉积,从而
防治动脉硬化，可改善心肌功能、防治心脏病、
延缓人体衰老等，还有清热生津、止渴消烦、利
水通淋、稳定情绪、镇静心情的作用。

248.00 198.00



六、干果、干货类

图片 品名 单位 商品介绍
价格

（元）
团购价
（元）

源爹爹
拾捌味坚果果干

（1546g）
盒

50g加州开心果

158.00 128.00

50g美国碧根果
50g加州西梅
80g泰国菠萝肉
228g纸皮核桃
50g芒果条
50g山楂条
50g香酥脆栆
50g广味半梅
50g黄香蕉片
50g盐焗黑豆
50g香脆青豆
50g黑加仑
50g西瓜籽
50g提子干
200g葵花籽
150g兰花豆
238g花生

源爹爹
北美甄选坚果礼盒

（2009g）
盒

100g加州开心果

268.00 218.00

100g北美扁桃仁
100g美国碧根果  
100g夏威夷果  
100g东南亚腰果
125g北美蔓越莓干
125g葡萄干   
125g开口杏核 
258g东南亚黄香蕉片
388g泰国龙眼干 
488g波斯枣 

源爹爹
北美甄选升级款

（2232g）
盒

188g加州开心果

298.00 238.00

188g盐焗腰果
188g美国扁桃仁
188g美国碧根果
188g夏威夷果
188g美国大榛子
408g黑西瓜子
238g山西红枣
458g和田大枣

源爹爹
北美茗果铁盒装

（2087g）
盒

100g加州开心果

288.00 230.00

100g美国碧根果
100g夏威夷果
100g北美扁桃仁
125g开口杏核
228g纸皮核桃
200g葵花籽
488g波斯枣
388g泰国龙眼干
258g东南亚黄蕉片

四川紫衣花生
（1000g*2）

提

中华特产网专供基地的紫衣花生是严格按照绿色
食品的标准种植的，全程纯人工手工作业，不使
用化肥、农药和除草剂，自然成熟，手工收获，
露天日光晾晒而成，不仅美味可口，而且安全健
康。跟普通花生相比，紫衣花生的花青素、蛋白
质、微量元素和多酚类物质含量较高，抗氧化作
用相对较强。常吃紫衣花生有助于调节体内营养
均衡，预防营养不良和贫血，并且能增强免疫
力，延缓衰老。

198.00 158.00

源爹爹
新疆和田大枣
（500g*5）

盒

和田大枣个大、皮薄、核小、肉厚、颜色好、干
而不皱，可以煲汤，熬粥，泡茶或直接吃，是很
好的食补品。和田大枣维生素C含量丰富，高于苹
果含量的七八十倍，并且含有药用价值的月桂酸
、豆冠稀酸和油酸、花生酸、亚麻酸等，具有补
脾益气、润肺生津、养颜驻容、延年益寿等功效
。

298.00 238.00



源爹爹
新疆纸皮核桃
（500g*4）

盒

新疆纸皮核桃皮薄如纸，非常容易剥开，而且其
脂肪酸组成为棕榈酸、油酸、亚油酸、α-亚麻酸
和硬脂酸。其中不饱和脂肪酸平均含量 
90.45%，多不饱和脂肪酸 66.19%，亚油酸（ω-
6）/α-亚麻酸（ω-3）比值符合WHO推荐值。并
且其氨基酸总含量高，种类齐全，是非常理想的
营养食材。

268.00 215.00

源爹爹
祁东黄花菜礼盒

（200g*3)
盒

祁东黄花菜，湖南省祁东县特产，中国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祁东黄花菜干菜菜条中间草青色，两
头褐绿色，均匀有光泽；肉质肥厚，气味芬芳，
口感甜。黄花菜营养价值极高，富含蛋白质、维
生素和硒、铁、锌、铜、钙等多种微量元素，具
有防癌抗癌、补脑健脑及降低胆固醇的保健作用
。

118.00 98.00

源爹爹
房县小花菇

（400g)
盒

房县小花菇的顶面呈现淡黑色，菇纹开暴花，白
色，菇底呈淡黄色。花菇是香菇中的上品，素有
“山珍”之称，它以朵大、菇厚、含水量低、保
存期长而享誉海内外，花菇生产保持天然纯净特
色，以其味香质纯，冰肌玉洁而饮誉菇坛，又因
其外形美观松脆可口而称为席上佳珍。

88.00 70.00

源爹爹
房县黑木耳

（500g)
盒

房县黑木耳色鲜、肉厚、朵大、质优、营养丰
富，赢得“房耳”盛誉，因其“形似燕，状如飞
”，又称为燕耳，有山珍之王的美称。黑木耳营
养丰富，味甘甜性平，具有延年益寿，克化绒
毛，调节神经，补气血，润肺，止血之功能，对
高血压、动肪硬化症有良效，还能防治癌症，提
高机体免疫力，具有较高医疗价值。

158.00 128.00

源爹爹
房县香菇
（300g)

盒

房县香菇鲜嫩多汁、入口软滑、香鲜到喉，吃到
嘴里不仅有肉的嚼劲，还带有阵阵菇类特有香
气，被人们誉为“菇中皇后”，深受人们的喜
爱，是不可多得的理想的保健食。香菇富含香菇
多糖、香菇嘌呤、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和钙、
铁、锌、硒等微量元素，具有预防肿瘤、增强免
疫力、抗血栓、健胃保肝、预防佝偻病和贫血、
抗菌、抗病毒等药用效果。

68.00 55.00

房县银耳
（400g)

盒

银耳又称作白木耳、雪耳、银耳子等，有“菌中
之冠”的美称。银耳作为我国传统的食用菌，历
来都是深受广大人民所喜爱的食物。银耳营养丰
富，蛋白质占干银耳重量的6%-10%，银耳的蛋
白质中含有17种氨基酸，人体所必需 8 种氨基酸
中的 7 种，银耳都可以提供，是良好的蛋白质来
源。银耳还含有较多的亚油酸、磷、硫、铁、镁
、钙、钠等微量元素和B、C、D、K等多种维生
素，还含有一定量的纤维素。所以，明清之际，
天然品相好的银耳一直是皇帝和达官显贵养生益
寿的佳品。

158.00 128.00



洪湖莲子礼盒
（200g*4)

提

洪湖莲子出产于生态环境优良的洪湖湖区，产品
颗大粒圆、皮薄肉厚，兼有清香甜润、微甘而鲜
的风味。具有广泛的食用和药用价值。洪湖莲子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淀粉、磷脂、生物碱、类黄
酮以及多种维生素等营养保健成分，可以制成多
种饮料、食品。在医疗上莲子有止血、散淤、健
脾、安神等功效，是一种滋补佳品。其莲心制成
茶，有减肥功效。《本草纲目》称洪湖莲子是一
种难得的纯中药野生植物。 

138.00 118.00

七、茶与饮品类

图片 品名 净重 商品介绍
价格

（元）
团购价
（元）

源爹爹
小兴安岭椴树原蜜

（500g*2）
提

中华特产网椴树原蜜专供基地位于小兴安岭深
处，野生椴树资源丰富，所产出的椴树原蜜呈浅
琥珀色，粘稠透明，结晶后呈细腻洁白或乳黄色
的油脂状，花香味较淡，甜润适口，含较高的氨
基酸、酶及酯类，营养价值高，易被肠胃吸收，
比一般蜂蜜保健效果更佳，是蜂蜜中难得的佳品
。具有护肤美容、抗菌消炎、促进组织再生、促
进消化、抗疲劳和润肺止咳等功效。

248.00 198.00

源爹爹利川红
(500g)

盒

利川红是利川工夫红茶简称，历史悠久，已有
170多年生产加工历史，并于2017年被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

3,580.00 2,800.00

源爹爹恩施玉露
(500g)

盒

恩施玉露产于湖北恩施市东郊五峰山，是中国保
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一种蒸青绿茶，其制作工艺
及所用工具相当古老，与陆羽《茶经》所载十分
相似。因其香鲜爽口,外形条索紧圆光滑,色泽苍翠
绿润,毫白如玉,故名“玉露”。中华特产网专供的
恩施玉露采用一芽一叶、大小均匀、节短叶密、
芽长叶小、色泽浓绿的鲜叶为原料，精心制作而
成。成茶外形条索紧圆光滑、纤细挺直如松针，
色泽苍翠绿润。汤色嫩绿明亮，如玉如露，香气
清爽。

4,998.00 3,998.00

罗汉果香菇燕麦餐
（210g*6）

箱

罗汉果香菇燕麦餐通过精选优质燕麦片，特别添
加香菇多糖提取物和罗汉果糖精制而成。无蔗
糖，低热量甜，怕糖人也能享用，也是中老年人
、幼少儿童等免疫力低下人群的健康代餐食品。

298.00 238.00

非转基因内蒙古国豆
复合代餐粉

（12.5g*20*2）
箱

本品由非转基因大豆（成品含60%）、燕麦米、
高钙菜、植脂末、罗汉果粉、葛根等源生态材料
经专利技术精制而成，具有口感细腻，清香可
口，口感润滑，营养丰富均衡的特点，是呵护全
家健康的最佳饮品。其营养成分具有防止血管硬
化、降血脂、扩张脑血管，改善冠状动脉循环等
作用，可以降血压、预防中风和心脏系统疾病。
还具有润肺止咳、改善肠胃系统功能、养颜美容
等功效。

398.00 318.00



源爹爹
杨梅原汁

（216ml*12)
箱

源爹爹杨梅原汁采用湖南新化县生态种植的新鲜
天然成熟杨梅经物理冷榨而成，加工过程无污染
、无任何添加，品质纯正，安全健康，具备独特
的完美口感，酸甜可口，且富含维生素和人体必
需的微量元素，长期饮用可生津止渴、助消化、
增强食欲，还有减肥美容、抗衰老、益肾利尿、
除湿、解暑、醒酒、降血压、防中风等功效。

178.00 140.00

源爹爹
刺梨原汁口服液
（30ml*10*2)

提

刺梨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极高，其果肉中维生素C
的含量居各类水果之冠，维生素P的含量也极高，
还富含维生素B1、B2、E、K1等16种微量元素和
抗癌物质及SOD抗衰老物质，被誉为“长寿防癌
”的绿色珍果，同时还具有健脾消食，消食积，
饱胀，滋补强肾的作用。刺梨原汁口服液是将野
生刺梨果实洗净压榨提纯而成，很好地保留了果
实中营养成分。长期服用可以增强机体的免疫
力，降低各种传染病的危险，还有防癌抗癌、治
疗坏血病、排铅、抗衰老、健脾养胃、补肾壮阳
、预防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和心脑血管病的
作用，并且可以治疗脚气病和口腔炎症。

998.00 798.00

源爹爹
刺梨茶（2g*24*5)

箱

刺梨茶是用野生刺梨果实洗净烘干后研磨成粉精
制而成的袋泡茶，很好的保留了刺梨的营养成
分，长期饮用可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力，降低各种
传染病的危险，还有防癌抗癌、治疗坏血病、排
铅、抗衰老、健脾养胃、补肾壮阳、预防高血压
、高血脂、高血糖和心脑血管病的作用，并且可
以治疗脚气病和口腔炎症。除此之外，刺梨果还
具缓解疲劳、提高睡眠质量、增加魅力、消除色
斑，美容护肤皮肤等多种多样实际效果。

498.00 398.00

罗汉果浓汁饮料
(300ml*8)

箱
罗汉果，其甜度为蔗糖的300倍，其热量为零，
具有清热润肺镇咳、润肠通便之功效，对肥胖、
便秘、糖尿病等具有防治作用。

258.00 198.00

内蒙纯骆驼奶
（180ml*10）

箱

驼奶富含维生素C，还含有大量人体所需的不饱和
脂肪酸、铁和维生素B。性温，味甘，冷，无毒。
具有补中益气，壮筋骨之功效。驼乳也可以提高
抗炎作用和免疫调节作用，对慢性肝炎、肺结核
、胃溃疡和消化系统炎症有很好的辅助疗效。

458.00 358.00

威门石斛水
（350ml*15）

箱

威门石斛水是贵州同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一款保健水，它采用有机石斛作为原料精致加工
而成，纯天然成分，不含任何添加剂、色素或防
腐剂。味道独特，清凉爽口。长期饮用具有滋养
阴津、补益脾胃、强筋降脂、增强体质、降低血
糖、护肝利胆、抑制肿瘤、延年益寿的功效，还
具有滋养肌肤、养眼护目的作用。

298.00 238.00

青钱柳叶饮料
（310ml*12）

箱

青钱柳叶，为胡桃科植物青钱柳的叶。小叶片多
破碎，完整者宽披针形，长5-14cm，宽2-6cm，
先端渐尖，基部偏斜，边缘有锯齿，上面灰绿
色，下面黄绿色或褐色，有盾状腺体，革质。气
清香，味淡。 以叶多、色绿、气清香者为佳。青
钱柳叶具有祛风止痒的功效。

90.00 72.00



百香果汁饮料
（150ml*12）

箱

百香果汁是一道酸甜可口的饮品，主要食材为百
香果、水等，含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钙、
铁、磷等成分，有生津止渴、润肠通便、排毒养
颜的功效，可用于口渴、便秘等症状。

65.00 49.00

桔子红了饮料
（310ml*12）

箱

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与柠檬酸，维C具有美容作
用，柠檬酸则具有消除疲劳的作用。橘子内侧薄
皮含有膳食纤维及果胶，可以促进通便，并且降
低胆固醇。能使人体内除毒酶的活性成倍提高，
保护基因的完好。

75.00 60.00

枸杞原液
（50ml*10）

箱

枸杞原液具有养肝明目、补血益气的功效。它含
有胡萝卜素、核黄素、烟酸、维生素B1、氨基酸
。可以抗衰老、抗氧化，清除体内自由基，增加
皮肤弹性，祛除色斑、晒斑、黄褐斑、妊娠斑，
调节人体免疫力，增强内分泌功能与人体抗病毒
的能力。

258.00 198.00

NFC非浓缩还原橙
汁

（250ml*12）
箱

NFC是英文Not From Concentrated的缩写，中
文称为“非浓缩还原”，是将新鲜原果清洗后压
榨出果汁，经瞬间杀菌后直接灌装（不经过浓缩
及复原），完全保留了水果原有的新鲜风味。

98.00 78.00

八、蔬菜类

图片 品名 单位 商品介绍
价格

（元）
团购价
（元）

洪山菜苔礼盒
（2.5kg）

提

洪山菜薹，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特产。中国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其质地脆嫩，味道鲜美，爽
脆可口。并且营养丰富，每百克洪山菜薹，约含
水分90克，蛋白质1.6毫克，维生素C 75毫克，
胡萝卜素0.88毫克，核黄素0.1毫克，尼克酸0.8
毫克，碳水化合物4.2毫克，钙135毫克，磷27毫
克，铁1.3毫克，深受消费者喜爱。

498.00 398.00

恩施富硒小土豆 公斤

正宗的恩施小土豆品种叫“马尔科”，个头只有
鸡蛋大小，皮黄肉黄，淀粉含量高，无论是煮、
烧、炕（烤），特点都是细腻甜糯，其营养价值
和淀粉含量，都是普通土豆的两倍，而且富含被
称为“人体长寿元素”的硒元素，因此具有很高
的保健和养生价值。按重计价。

38.00 30.00

恩施富硒圆白菜 公斤

圆白菜也叫甘蓝菜，是一类强身健体的蔬菜。甘
蓝中所含有的维生素、色氨酸、硫、硒、钾、铁
、镁、纤维素等营养成分和微量元素，能有效维
护健康和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具有预防和治疗皮
肤病和皮肤过敏的作用，还有防治肿瘤、增强肠
胃功能、降低胆固醇、消炎止痛、提神醒脑、提
高人情绪减肥美容等功效。按重计价。

28.00 22.00



恩施富硒菠菜 公斤

菠菜有“营养模范生”之称，它富含类胡萝卜素
、维生素C、维生素K、矿物质（钙质、铁质等）
、辅酶Q10、植物粗纤维等多种营养素。具有保
障营养、增进健康、促进生长发育、增强抗病能
力、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延缓衰老、补血、护血
压、通肠导便、预防痔疮等功效。按重计价。

38.00 30.00

恩施富硒莴笋 公斤

莴笋是冬春季节最常见蔬菜之一，不仅味道鲜
美，而且营养丰富，富含胡萝卜素和维生素C、E
、A，还含有一些粗蛋白、叶酸、莴苣素和钾、钙
、镁等多种矿物质，能够补充营养，促进人体的
代谢，维持身体各器官的正常功能。另外，它还
有促进提高视力，预防视力下降；清热凉血，解
毒消肿；开通疏利、消积下气；宽肠通便，利尿
通乳；镇静助眠，强壮机体、防癌抗癌等作用。

38.00 30.00

恩施富硒蒜苗 公斤

蒜苗是大蒜幼苗发育到一定时期的青苗，含有丰
富的维生素C以及蛋白质、胡萝卜素、硫胺素、核
黄素等营养成分。它的辣味主要来自其含有的辣
素，这种辣素具有消积食的作用。此外，吃蒜苗
还能有效预防流感、肠炎等因环境污染引起的疾
病。蒜苗对于心脑血管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可预
防血栓的形成，同时还能保护肝脏。按重计价。

38.00 30.00

恩施富硒茼蒿 公斤

茼蒿是一种大家都喜欢的蔬菜，它既有蒿之清
气，又有菊之甘香。在中国古代，茼蒿为宫廷佳
肴，所以又叫皇帝菜。不管是炒、涮，还是凉
拌，都很美味适口。而且茼蒿营养丰富，有很好
的保健作用。常食茼蒿，有安神健脑、消肿利尿
、清肺化痰、预防便秘、促进食欲、美化肌肤、
去除胆固醇和养心等功效。按重计价。

38.00 30.00

恩施富硒油麦菜 公斤

油麦菜别名油荬、香水生菜。油麦菜营养丰富、
口感鲜嫩，生熟皆可食用，是生食蔬菜中的上
品，素有“凤尾”之称的美誉。并且富含大量维
生素A、维生素B1、维生素B2的同时，还含有钙
、铁、硒等多种人体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还富
含抗坏血酸和叶酸，抗坏血酸能刺激人体的造血
机能，促进血中胆固醇转化，使血脂下降；叶酸
能保护心血管。按重计价。

38.00 30.00

恩施富硒青菜 公斤

青菜又名油菜，为中国最普遍蔬菜之一。青菜叶
片椭圆形，叶柄肥厚，青绿色，株型束腰，美观
整齐，纤维细，味甜口感好。青菜含有丰富的胡
萝卜素、钾、钙、磷、维生素C、蛋白质和纤维
素，而热量又比较低，是不可多得的健康食物。
长期食用青菜可以起到提供人体免疫力、保持血
管弹性、抑制口腔溃疡、改善便秘的作用，还对
皮肤和眼睛有很好的保养效果。

38.00 30.00

利川富硒山药 公斤

利川山药富含硒、锗等稀有微量元素，性平味甘
、无副作用，是医疗上一种常用中药，也是人们
喜食的一种上乘滋补蔬菜和天然保健品。利川山
药品质优良，尤以团堡镇产的红皮山药品质为佳
、药用价值高，质地坚实，水分充足，硬度适
中，外形整齐，色泽漂亮，根毛稀少，肉质雪
白，口感松软细腻，绵甜适口，脆嫩甜香，素称
“林野山珍”。按重计价。

58.00 45.00



长茄子 公斤

茄子的营养丰富，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
物、维生素以及钙、磷、铁等多种营养成分。茄
子中维生素P的含量很高，能增强人体细胞间的黏
着力，增强毛细血管的弹性，减低脆性及渗透
性，防止微血管破裂出血。茄子还含磷、钙、钾
等微量元素和胆碱、胡芦巴碱、水苏碱、龙葵碱
等多种生物碱，可以抑制消化道肿瘤细胞的增值
。茄子还具有降低胆固醇的功效，对痛经、慢性
胃炎及肾水肿等也有一定的辅助治疗效果。按重
计价。

28.00 22.00

小黄瓜 公斤

黄瓜富含蛋白质、糖类、维生素B2、维生素C、
维生素E、胡萝卜素、尼克酸、钙、磷、铁、硅等
营养成分。具有顺发美甲、美容护肤、清口气、
益肾脏、排毒防便秘、醒酒、预防糖尿病、降脂
稳压、减轻关节炎和痛风疼痛等功效。按重计价
。

38.00 30.00

马铃薯 公斤

马铃薯的营养成分丰富而齐全，其丰富的维生素C
（抗坏血酸）含量远远超过粮食作物；其较高的
蛋白质、糖类含量又大大超过一般蔬菜。马铃薯
营养齐全，结构合理，尤其是蛋白质分子结构与
人体的基本一致，极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其吸收
利用率几乎高达100%，被认为是接近全价的营养
食物。按重计价。

28.00 22.00

高山白萝卜 公斤

白萝卜是一种常见的蔬菜，生食熟食均可，其味
略带辛辣味。现代研究认为，白萝卜含芥子油、
淀粉酶和粗纤维，具有促进消化，增强食欲，加
快胃肠蠕动和止咳化痰的作用。中医理论也认为
该品味辛甘，性凉，入肺胃经，为食疗佳品，可
以治疗或辅助治疗多种疾病，本草纲目称之为“
蔬中最有利者”。按重计价。

28.00 22.00

西红柿（大） 公斤

品种有铁牛、苹果青等。西红柿有生津止渴、健
胃消食、清热消暑、补肾利尿等功能，可治热病
伤津口渴、食欲不振、暑热内盛等病症。它有显
著止血、降压、降低胆固醇作用，对治疗血友病
和癞皮病有特殊功效。多吃西红柿还有养护心脏
的功效。按重计价。

38.00 30.00

西红柿（小） 公斤

西红柿有生津止渴、健胃消食、清热消暑、补肾
利尿等功能，可治热病伤津口渴、食欲不振、暑
热内盛等病症。它有显著止血、降压、降低胆固
醇作用，对治疗血友病和癞皮病有特殊功效。多
吃西红柿还有养护心脏的功效。按重计价。

38.00 30.00

尖椒 公斤

尖椒也即辣椒，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叶酸、镁及
钾等营养成分，具有温中散寒、开胃消食的功效
。辣椒可以控制心脏病及冠状动脉硬化，降低胆
固醇，可预防癌症及其他慢性疾病。具有促使呼
吸道畅通，改善食欲的功效，还具有促进血液循
环、加速新陈代谢以达到燃烧体内脂肪的效果显
著，从而起到减肥作用，且对皮肤也有很好的美
容保健作用。按重计价。

38.00 30.00

圆椒 公斤

圆椒因有多种颜色，故名又叫“彩椒”，辣味较
淡甚至根本不辣。圆椒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萝卜
素、维生素B6，维生素E和叶酸。中医认为圆椒
和辣椒一样，有温中下气、散寒除湿的作用。多
食圆椒还能补充维生素C和保护视力。按重计价。

38.00 30.00



九、佐餐辅食类

图片 品名 单位 商品介绍
价格

（元）
团购价
（元）

源爹爹下饭豆豉礼盒
（280g*6）

盒 内含源爹爹陈皮下饭豆豉6瓶，净重1680g。 98.00 78.00

源爹爹香辣豆豉礼盒
（280g*6）

盒 内含源爹爹香辣豆豉6瓶，净重1680g。 98.00 78.00

岳家乡香辣牛肉酱
（240g*6）

盒 内含岳家乡香辣牛肉酱6瓶，净重1440g。 218.00 168.00

源爹爹蒜蓉辣椒礼盒
（780g*2）

盒
内含湖南张家界特产源爹爹蒜蓉辣椒2罐，净重
1560g。

158.00 60.00

源爹爹剁椒
六味合一礼盒

盒

辣王剁椒一瓶288g

128.00 108.00

辣王香干一瓶280g

剁椒刀豆丝一瓶280g

辣王豆豉一瓶280g

剁椒木瓜一瓶288g

剁椒香脆萝卜一瓶288g

源爹爹厨房礼盒 盒

下饭豆豉一瓶280g

128.00 108.00

香辣豆豉一瓶280g

9°橘醋一瓶500ml

特级原汁酱油一瓶500ml

红烧肉老抽一瓶500ml

蔬菜鲜生抽一瓶500ml

源爹爹洪湖藕带
（400g*20）

箱 内含洪湖泡椒藕带20袋，每袋400g。 258.00 218.00



洋姜
(500g)

袋

洋姜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
动，加速体内废物残渣的排出，起到防治便秘的
作用，经常食用洋姜，可以促进身体健康，提高
身体免疫力。洋姜还可以外用，有清热解毒的作
用，可用于对各种肿毒及流行性腮腺炎的治疗。

35.00 28.00

香菇酱 箱

香菇还对糖尿病、肺结核、传染性肝炎、神经炎
等起治疗作用，又可用于消化不良、便秘等。此
外，香菇所含核酸类物质。因而食用香菇可促进
钙质吸收，可防止儿童佝偻病，以及孕妇、产妇
和接受阳光少的人的骨骼软化症，老年人的骨质
疏松症。

128.00 108.00

十、酒类

图片 品名 单位 商品介绍
价格

（元）
团购价
（元）

红旗53°酱香型白酒
(500ml)

瓶
红旗甲一号原料：高粱，小麦，水。酱香型白酒
。

998.00 798.00

台乡酒53°酱香型白
酒

(500ml)
瓶

台乡酒以优质糯性高粱等为原料。用曲多、发酵
期长、多次发酵、多次取酒等独特工艺，是台乡
酒风格独特、品质优异的重要原因。

998.00 798.00

宝石坛53°酱香型白
酒

(500ml)
瓶

精选本地优质小麦高粱，酿造经典酱香型白酒，
53°。

1,749.00 1,399.00

土王53°酱香型白酒
(500ml)

瓶
土王（土王贡）黄色42° 浓香型白酒。土王（土
王洞藏）黑色52° 浓香型白酒

648.00 518.00

清朗52°清香型白酒
(500ml)

瓶

蛹虫草酒的功效与作用 养生价值高 蛹虫草又叫北
冬虫夏草或者是北虫草,在所有人的印象里,人参和
虫草等都是非常名贵的中药材。确实蛹虫草不但
可以滋补身体,还有很高的养生价值。

888.00 698.00

农谷45°养生酒
(460ml)

瓶 原料：纯粮发酵白酒、纯净水、鹿血。45° 480.00 380.00



白鹿春35°养生酒
(500ml*2)

盒

白鹿春”鹿酒沿用清朝宫廷御酒配方，后由劲酒
前食品工程师程革文精心调配而成。中国有几千
年鹿的养生文化历史，鹿茸、鹿血历来是御用珍
品。全身都是宝，其中鹿茸、鹿血有防止衰老、
提高肌体、滋阴等功效，是上等滋补佳品。

980.00 780.00

梨开刺梨酒12°
(500ml)

瓶

刺梨果泡酒是以刺梨果、糯米、冰糖、鲜猪板油
等为主要原料，辅以曲药发酵，用特制土陶容器
装酒入窖，恒温贮藏，置放3年左右，最快也要1
年以上。到期后开窖取酒，酒呈棕红色，散发出
诱人的浓郁清香。长期适量饮用刺梨果泡酒，具
有延缓衰老、降血糖、祛风除湿的功效。

1,998.00 1,598.00

茗悦9°白葡萄茶酒
(500ml)

瓶
茗悦兰香白葡萄茶酒是一款独特魅力的选择，世
界首款茶白葡萄酒，中华文化与西方酿造的结
合，这款酒向世界融合。

1,949.00 1,549.00

十一、保健食品类

图片 品名 净重 商品介绍
价格

（元）
团购价
（元）

宁夏枸杞
（400g）

袋

枸杞最实用的功效就是抗疲劳和降低血压。此
外，枸杞能够保肝、降血糖、软化血管、降低血
液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水平，对脂肪肝和糖尿
病患者具有一定的疗效。据临床医学验证，枸杞
还能治疗慢性肾衰竭。

108.00 88.00

枸杞芽茶
（100g）

袋

枸杞芽茶是发挥枸杞叶功效的最简单、最方便、
最快捷与最有效的方法。枸杞叶中主要含甜菜碱
、胡萝卜素、抗坏血酸、亚油酸、有天门冬氨酸
、谷氨酸、蛋氨酸、牛磺酸等十几种人体必需的
氨基酸，且富含钙、铁、锌、硒、维生素B1、维
生素B2、维生素C等多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78.00 58.00

罗汉果糖
（2g*30）

盒

罗汉果的有效成分几乎集中在甜苷成分中，在不
知不觉的饮食中达到保健作用，对提高人体的免
疫力，预防和抑制高血脂、糖尿病、肥胖症及相
关疾病，增殖双歧杆菌，优化体内微生物生态平
衡有重要作用。

78.00 58.00

实力宝
固本精元营养餐

（16g*28）
盒

实力宝”固本精元营养餐,特别针对人体细胞正常
新陈代谢的酶活性作用,所需元素和营养因子进行
补充,以达到修复机体受损的细胞组织,恢复和增强
机体的活力的功效

350.00 280.00

罗汉果果心代用茶
（48g*3）

盒

罗汉果泡茶具有以下几种功效:第一种，由于罗汉
果是一种寒性的药材，所以具有降火的功效，可
以用来治疗由于肺火过旺而导致的咳嗽，或者是
用来治疗肠火旺盛引起的便秘；第二种，具有润
肺止咳的功效；第三种，具有生津的作用，还可
以用来预防中暑的发生；第四种，可以增强胰脏
分泌胰岛素的功效，用来辅助治疗糖尿病；第五
种，有止咳祛痰的功效。

108.00 98.00



罗汉果苷清饮品
(3g*33)

盒
罗汉果，其甜度为蔗糖的300倍，其热量为零，
具有清热润肺镇咳、润肠通便之功效，对肥胖、
便秘、糖尿病等具有防治作用。

108.00 98.00

硒肽复合精粹片
压片糖果
(60片*2)

盒

平衡血液酸碱值，活化体内细胞，加速体内酸毒
的排除，能快速且彻底，提升对病毒的抵抗力，
提高人 体免疫力、促睡眠、降脂、降压、调节心
脑血管疾病。

888.00 698.00

小太硒复合植物多糖
精华片（压片糖果）

(60片*3)
盒

有机硒能清除体内自由基，排除体内毒素，抗氧
化，能有效的抑制过氧化脂质的产生，防止血凝
块，清 除胆固醇，增强人体免疫功能。

748.00 598.00

青钱柳固体饮料
(1.8g*30*6)

盒

青钱柳具有祛风燥湿、杀虫止痒、消肿止痛的功
效，可用于治疗湿疹、风疹、疮疡肿痛等证。青
钱柳具有减少色素沉着、美白消斑、延缓皮肤衰
老的作用，具有调节血压的作用，从而有抗动脉
硬化、预防心脑血管疾患的作用，还具有保护肝
脏、调节血糖、预防肿瘤、止咳的作用等。

748.00 598.00

五食佳营养粉
(300g*2)

盒

精准营养系列产品，以植物硒肽技术为核心，研
发2+5黄金配比蛋白质等多种营养素，为中老年
人的肠力、骨力、动力、脑力、气力提供动能，
从而让老人焕发出健康活力的精神面貌。

748.00 598.00

燕窝胶原蛋白肽
(25ml*10)

盒

燕窝胶原蛋白肽饮品其中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
白，胶原蛋白可以起到增强身体的免疫力，补充
身体所需的蛋白质以及在预防皮肤老化，可以帮
助维持皮肤的最佳状态，不过具体在食用上建议
患者可以根据患者的体质情况来进行食用，在调
整治疗的同时，还需要注意清淡的饮食，如辛辣
刺激性的食物不能多吃。

378.00 298.00

五食佳富硒复合益生
元（固体饮料）

(10g*14)
盒

精准营养系列产品，以植物硒肽技术为核心，研
发2+5黄金配比蛋白质等多种营养素，为中老年
人的肠力、骨力、动力、脑力、气力提供动能，
从而让老人焕发出健康活力的精神面貌。

198.00 158.00

五食佳富硒复合蔬菜
粉（固体饮料）

(10g*14)
盒

精准营养系列产品，以植物硒肽技术为核心，研
发2+5黄金配比蛋白质等多种营养素，为中老年
人的肠力、骨力、动力、脑力、气力提供动能，
从而让老人焕发出健康活力的精神面貌。

198.00 158.00



五食佳富硒蓝莓枸杞
果粉（固体饮料）

(10g*14)
盒

精准营养系列产品，以植物硒肽技术为核心，研
发2+5黄金配比蛋白质等多种营养素，为中老年
人的肠力、骨力、动力、脑力、气力提供动能，
从而让老人焕发出健康活力的精神面貌。

198.00 158.00

五食佳富硒复合小分
子肽粉（固体饮料）

(10g*14)
盒

精准营养系列产品，以植物硒肽技术为核心，研
发2+5黄金配比蛋白质等多种营养素，为中老年
人的肠力、骨力、动力、脑力、气力提供动能，
从而让老人焕发出健康活力的精神面貌。

198.00 158.00

十二、鲜花类

图片 品名 净重 商品介绍
价格

（元）
团购价
（元）

精品满天红八组一 盆 精品满天红（花型大）8支组成一盆。 688.00 548.00

金蝶十组一 盆 金蝶蝴蝶兰10支组成一盆。 888.00 698.00

三色鸟十组一 盆 三色鸟蝴蝶兰10支组成一盆。 888.00 698.00

甜格格十组一 盆 甜格格蝴蝶兰10支组成一盆。 888.00 698.00

满天星五组一 盆 满天星蝴蝶兰5支组成一盆。 488.00 388.00

藏宝图八组一 盆 藏宝图蝴蝶兰8支组成一盆。 688.00 54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