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惠康呈獻中秋佳節傳統美食與應節水果
精選矜貴鮑魚配各款月餅佳釀饋贈摯愛
(香港訊 – 2012 年 9 月 7 日) 中秋節是親朋好友聚首一堂的好時機，大家都會互相送禮祝
賀，共享節日歡欣。惠康深明中秋節對中國人意義重大，今年特別搜羅眾多中秋佳節美食
和禮品，並呈獻購物優惠，祝願家家戶戶歡度團團圓圓的中秋佳節！
惠康呈獻中秋精選珍饈百味、多款湯圓及限量供應的應節水果，讓一家人樂也融融、圍坐
一起吃飯團圓。惠康更為顧客預備了佳節送禮之選，包括矜貴鮑魚、時令水果及各款佳釀，
讓顧客輕鬆向親友送上心意，歡度中秋。
產品資料︰
特別推介︰中秋精選珍饈百味系列

美心十人中秋盆菜
預訂價：$638
送乾燒伊麵 (2 磅)及 紅豆糕
(1.5 磅) (總值$156)
螺 片 、 日 本 原 粒 瑤 柱 ﹙ 10
粒﹚、椒鹽蝦﹙10 隻﹚、蠔
豉 ﹙ 10 隻 ﹚ 、 貴 妃 雞 、 燒
鴨、五香鹵肉、豬手、鯪魚
球、魚蛋、花菇、蓮藕、蘿
蔔、西蘭花及旺菜，非常豐
富，兼享免費送貨服務。

<獨家新產品>
急凍中國吉品熟鮑魚
﹙120 克﹚$109
鮑魚是低脂肪和低糖分的美
食，更蘊含豐富蛋白質和碳
水化合物，適合一家大小，
為團圓飯首選菜式！

<新產品> 急凍台灣原隻頂
級仿鮑魚
﹙400 克﹚$ 39.9
精選原隻仿鮑魚，台灣製
造，做節必備佳品！

台 灣 頂 級 糯 米 花 枝 卷 <新產品> 珍饈百味精選海參 <新產品> 珍饈百味精選花膠
﹙150 克﹚ $20.9
台灣進口的頂級糯米花
枝卷，中秋團圓飯特色
之選！

絲﹙150 克﹚$20.9
香港製造的海參蘊含豐富蛋白
質、低脂肪和低膽固醇，炆、
炒皆宜，烹調方便。

﹙150 克﹚$21.9
香港製造的花膠蘊含豐富蛋白
質 、 磷質 及鈣 質， 具滋補 作
用，做節首選！

特別推介︰中秋團圓湯圓系列

御品皇黑芝麻湯圓﹙200 克﹚ $15/2 包
餡料採用原粒黑芝麻磨製，配上煙韌 湯圓
皮，味美香濃，讓你品嚐傳統美點滋味。此
產品絕無添加防腐劑及人造色素。

思念牌寧波黑芝麻湯
圓﹙180 克 ﹚
$17.5/2 包
精選優質黑芝麻及白
糯米粉製成的寧波風
味湯圓，芝麻味香
濃，外皮糯滑可口。

思念牌寧波黑糯米
芝麻湯圓﹙180 克﹚
$17.5/2 包
精選優質黑芝麻及
黑糯米粉製成的美
味寧波湯圓，皮薄
餡多，芝麻味香
濃。

御品皇麻蓉花生湯圓 ﹙200 克 ﹚$15/2 包
餡料採用原粒花生磨製，配上煙韌湯圓
皮，味美香濃，讓你品嚐傳統美點滋味。
此產品絕無添加防腐劑及人造色素。

思念牌寧波麻蓉花生
湯圓﹙180 克 ﹚
$17.5/2 包
餡料採用花生及白芝
麻磨製，配以糯滑可
口的外皮，成為皮薄
餡多，花生味香濃的
寧波風味湯圓。

思念牌寧波綠茶桂
花芝麻湯圓
﹙180 克﹚
$17.5/2 包
餡料採用桂花粉及
黑芝麻磨製，配以
精選綠茶粉及白糯
米粉製成的糯滑外
皮，味道與眾不
同。

特別推介︰中秋時令水果系列

<新造推出> 日本鳥取縣 <新造推出> 韓國圓黃梨 $9.9 韓國水蜜桃 $25.9
二十世紀水晶梨 $16.9
果肉細膩，水分飽滿，鮮甜美 愛吃水蜜桃人士必然之選。
每個水晶梨均由專人嚴 味，口感十足。
貼士：食用前放入冰箱 30 分
選。果肉細膩，清甜多
鐘至 1 小時，味道更佳。
汁，蘊含豐富維他命 C
及水溶性纖維，有助增
強身體抵抗力及促進腸
道健康。

<限量珍寶裝> 珍寶泰國蜜柚 $29.9
<限量供應> 特級赤鑽柚 $69.9
蘊含豐富維他命 C 及纖維，增強身體抵抗 屬於稀有品種，只佔泰國柚子總產量 5%。
力及促進腸道健康。
鮮紅色果肉是其最大特點，鮮甜多汁。
貼士：柚越重代表果肉越濕潤，更加鮮甜
美味。

中秋團圓佳節送禮之選
產品名稱

內容
御品皇 雙黃白蓮蓉月餅 （4 個裝）＄138
嚴選頂級蓮子, 清香幼滑, 配上一級鹹蛋黃，味道極
佳。
*買任何御品皇月餅，送壽桃牌特級蝦子麵 540 克 一盒
(送完即止)。

<新產品> 御品皇 迷你奶皇月餅（6 個裝）$118
餅皮酥化, 色澤金黃, 濃郁的奶香加上軟滑蛋香，味道
一流。
*買任何御品皇月餅，送壽桃牌特級蝦子麵 540 克 一盒
(送完即止)。
安記 金裝溏心鮑魚﹙250 克﹚ $268
溏心鮑魚肉質厚，以頂級鮮鮑而烹調，口感一流，腍滑
之中帶彈性。鮑魚和其醬汁全經名廚處理、放入頂級上
湯，干貝烹調，味道醇香，保持鮑魚原味。更採用高溫
加熱處理，不含任何人造色素及防腐劑，安全又健康。
(內附香濃秘製鮑魚汁一包)

御品皇紐西蘭特級清湯鮑魚

﹙425 克﹚$39.9

選用生長於紐西蘭優良水域的特級鮑魚，肉質新鮮，嫩
滑彈牙。滋味無窮，一試難忘。
鮑魚外形與元寶相似，寓意富貴、包有盈餘，被譽為
「可以吃的黃金」
御品皇鮑汁花菇螺片 ﹙425 克﹚ $39.9
精選原隻花菇及優質螺片，花菇味道香濃，螺片鮮嫩彈
牙，配上濃郁鮑汁，口感豐富，鮮味十足。可開罐即食
或配搭其他食材煮出精美佳餚。

特別推介︰中秋團圓葡萄佳釀系列
產品名稱
1. 凡於 2012 年 9 月 7 日至 10 月 4 日購買全線紅/白餐酒滿$300 (香檳及汽酒除外)，即享
八五折優惠。
2. 顧客凡購買任何支裝酒，即可加 $49.9 換購開瓶器乙個。(換完即止)

<獨家發售> 法國拉菲梅鐸紅酒孖裝禮盒 $378
DBR Lafite Medoc 750ml Twin Pack (France)
拉菲酒莊的酒在波爾多的名酒中是最優雅的，它有豐盈的
稠度，完美的平衡，與複雜精緻的口感，果香顯著可口，
回韻持續成熟單寧和橡木氣息，此孖裝禮盒裝絕對是中秋
送禮之選。

澳洲奔富 Bin 2 中秋木製孖裝禮盒 $288
Penfolds Bin 2 750ml Twin Pack (Australia)
奔富是港人最熟悉的一個澳洲酒莊之一，酒莊擁有數十款
不同的餐酒，而紅酒約佔近三十款，而酒莊每年的生產的
餐酒量更數以噸計，中秋禮盒裝以木盒儲存倍添心意。

<獨家發售>澳洲傑卡斯珍藏施赫紅酒孖裝 $248
Jacob’s Creek Reserve Shiraz 750ml Twin Pack
(Australia)
傑卡斯的釀酒理念非常質樸簡單，即不斷提高每個年份的
葡萄酒品質，提供新鮮、易飲、果味豐富和無需多年陳釀
的葡萄酒。傑卡斯在釀製清新、優雅、絕妙美味葡萄酒的
同時，亦不掩蓋品種本身的特色，呈現當代澳洲葡萄酒所
追求的品質，至今已成為澳洲最受歡迎的葡萄酒代表品

牌。
禾富巴斯提供一系列紅/白餐酒以供選擇：

優惠：顧客凡購買以上任何兩支禾富巴斯黃牌系列 (Wolf Blass Yellow Label Wines)
($158/ 2 支) 或禾富巴斯總統系列 (Wolf Blass President's Selection Wines) ($228/2 支)
之紅/白餐酒 (750 毫升)，均可免費獲贈以下精美酒杯禮盒兩隻裝，絕對是送禮之選。 (送
完即止)

羅拔二世 威士忌加送裝 730 毫升 +33% ($158/2 支)

中秋著數滾滾來
惠康讓你一站式為親朋好友預備團圓飯的同時，更呈獻以下多重購物優惠，絕對超值！
1. 信用卡優惠
1.1 由即日起至 10 月 14 日，逢星期一至日，以中銀信用卡在惠康單一簽賬滿$400，可
享 $30 即時折扣優惠。
1.2 逢每月 3 日、13 日、23 日，以恆生 EnJoy 卡在惠康簽賬，即可獲九五折即時折扣
優惠。

2. 購物優惠
2.1 買月餅送西班牙紅酒優惠：
2.1.1 凡於 2012 年 9 月 7 日至 9 月 13 日購買任何 2 盒美心或東海堂傳統月餅禮盒，
即送西班牙添普蘭尼諾紅餐酒(750 毫升)一支。(送完即止)
2.1.2 凡於 2012 年 9 月 14 日至 9 月 20 日購買任何 2 盒傳統或冰皮月餅禮盒，即送西
班牙添普蘭尼諾紅餐酒(750 毫升)一支。(送完即止)
2.1.3 凡於 2012 年 9 月 21 日至 10 月 4 日購買任何 2 盒月餅禮盒，即送西班牙添普蘭
尼諾紅餐酒(750 毫升)兩支。(送完即止)

2.2 凡於 2012 年 9 月 7 日至 10 月 4 日購買任何冰皮月餅一盒，即可加$49 換購傑卡斯
玫瑰有氣甜酒一支。(送完即止)

2.3 凡於 2012 年 9 月 14 日至 10 月 4 日購買任何兩罐/盒裝鮑魚，即送購物車一架。(送
完即止) (不適用於急凍及冷藏貨品及惠康「為您送」網上購物)

3. 印花優惠
八達通日日賞$額外優惠 - 由即日起至 10 月 4 日，在惠康購物滿 $60，可以日日賞$0.1
換領額外笑印一個。

有關上述各項優惠的詳情，可向店員查詢或參閱有關宣傳單張。
*以上產品價格或會因應市場情況而作出調整。

關於惠康
惠康超級市場於 1945 年成立，現為本港最具規模及歷史最悠久的超級市場連鎖集團。自
1964 年起，惠康已成為牛奶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惠康擁有約 5,000 名員工，旗下
現有超過 270 間分店，遍佈香港每一個角落。惠康每月為超過 1,400 萬名顧客服務，一直
秉承為顧客提供一站式購物便利及以客為尊的服務承諾。惠康將繼續為顧客提供更多購物
樂趣、更多物超所值的貨品及更佳的服務。有關惠康的資料，可瀏覽
http://www.wellcome.com.hk 。
傳媒查詢，請聯絡：
奧美公關
黃詠瑩 (Emily Wong)
電話：2884 8655
電郵：emilywy.wong@ogilvy.com
孫名慧(Mandy Suen)
電話：2884 8534
電郵：mandy.suen@ogilv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