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方人才福利平台2019年货礼品推荐

fl.job168.com

·粮油米面          ·冲调饮品          ·糖果饼干          ·进口零食
·坚果干货          ·牛奶饮料          ·家纺布艺          ·纸品家清



米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等级 团购价

鲶鱼沟

鲶鱼沟碱地长粒香米 5kg 12个月 一级 ￥85.00

鲶鱼沟碱地东北大米 5kg 12个月 一级 ￥56.00

鲶鱼沟碱地生态大米 5kg 12个月 一级 ￥77.00

鲶鱼沟碱地
有机米（青花瓷）

5kg 12个月 一级 ￥119.00

典辰 典辰民乐喜米3kg 3kg 12个月 ￥118.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米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等级 团购价

谷精灵

亿德香田五常大米 5kg 12个月 一级 ￥98.00

五常大米 2.5kg 12个月 一级 ￥78.00

中粮

中粮金盈十二谷米伴侣
礼盒1800g

玉米糁、大黄米、荞麦仁、
糯米、小扁豆、红糙米、
黑豆、红小豆、燕麦仁、
黑米、白芝麻、黑芝麻

12个月 一级 ￥145.00

中粮福临门稻花香米 2kg 12个月 一级 ￥50.00

中粮福临门东町越光米 2kg 12个月 一级 ￥55.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米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等级 团购价

中粮

中粮福临门延边禾心匠作
（吉林大米）

5kg 12个月 一级 ￥99.00

中粮金盈珍粹杂粮礼盒A款
2880g

金盈绿豆480g，金盈黑米480g           
金盈糯米480g，金盈黄豆480g              

金盈荞麦米480g
金盈玉米糁480g

12个月 一级 ￥105.00

中粮金盈珍粹杂粮礼盒B款
3840g

金盈红小豆480g，金盈绿豆480g
金盈小米480g，金盈黑米480g
金盈糯米480g，金盈黄豆480g

金盈荞麦米480g
金盈玉米糁480g

12个月 一级 ￥138.00

中粮福临门泰国茉莉香米 5kg 12个月 一级 ￥89.90

中粮福临门大礼包298型
2965g+900ml

福临门特选长粒香米2kg
福临门黄金产地玉米油900ml

时怡荆条蜜300g，安荟堂优选香菇75g     
可益康果蔬燕麦片350g
时怡优选盐焗腰果100g     

时怡优选美国扁桃仁100g   
安荟堂片状银耳40g

12个月 一级 ￥219.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米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等级 团购价

金龙鱼

金龙鱼香粘稻 5kg 12个月 一级 ￥64.00

金龙鱼优质油粘米 5kg 12个月 一级 ￥65.00

金龙鱼
乳玉皇妃稻香贡米

5kg 12个月 一级 ￥96.00

天地粮人

天地粮人精品黄小米 1250g 18个月 ￥16.00

天地粮人有机薏仁米 330g 18个月 ￥25.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米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等级 团购价

进口香米

香纳兰纯正泰国香米 5kg 24个月 一级 ￥86.00

香纳兰泰国茉莉香米 5kg 12个月 一级 ￥96.00

Ko Ko原装进口泰国茉莉
香米

5kg 12个月 一级 ￥99.00

太粮

太粮经典靓虾王香米 5kg 12个月 一级 ￥75.00

太粮马坝龙五星
油粘米香软米

5kg 12个月 一级 ￥77.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米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等级 团购价

太粮

太粮经典靓虾王 5kg 12个月 一级 ￥75.00

太粮米皇坊小农粘 2.5kg 12个月 一级 ￥27.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面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等级 团购价

中粮

中粮福临门
臻选北美红春麦麦芯小麦粉

2.5kg 12个月 精制级 ￥38.00

香雪筋爽饺子粉1kg 1kg 12个月 精制级 ￥12.00

中粮福临门富纤黑小麦粉 1kg 12个月 精制级 ￥29.90

金沙河

金沙河挂面刀削面 1000g 12个月 普通挂面 ￥19.90

金沙河原味银丝挂面 900g 12个月 普通挂面 ￥12.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面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等级 团购价

金龙鱼

金龙鱼手擀风味鸡蛋麦芯挂面 900g 12个月 普通挂面 ￥10.90

金龙鱼100%澳大利亚
进口小麦麦芯粉

2.5kg 12个月 精制级 ￥28.90

金龙鱼51优+荞麦挂面 600g 12个月 普通挂面 ￥13.90

中粮

中粮福临门压榨一级葵花籽油 1.8L 18个月 一级 ￥34.00

中粮福临门家香味土榨花生油 1.8L 18个月 一级 ￥59.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油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等级 团购价

中粮

中粮福临门特级初榨橄榄油
礼盒

500ml*2 24个月 一级 ￥119.00

三国演义橄榄油双支礼盒 500ml*2 24个月 一级 ￥178.00

中粮安达露西纯正橄榄油礼盒 750ml*2 24个月 一级 ￥178.00

中粮悦润纯红花籽油礼盒1L*2 1L*2 24个月 一级 ￥158.00

福临门健康营养油礼盒1.8L*2
压榨一级葵花籽油1.8L                 
黄金产地玉米油1.8L

18个月 一级 ￥89.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油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等级 团购价

欧丽
薇兰

欧丽薇兰特级初榨橄榄油 750ml 24个月 一级 ￥92.80

刀唛

刀唛压榨一级花生油 3.5L 21个月 一级 ￥96.00

刀唛压榨一级花生油 5L 21个月 一级 ￥139.00

胡姬花

胡姬花 特香型花生油 5L 18个月 一级 ￥96.00

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 1.8L 18个月 一级 ￥68.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油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等级 团购价

鲁花 鲁花5s一级压榨花生油 2.5L 18个月 一级 ￥76.00

狮球唛 狮球唛香港品质一级花生油 5L 18个月 一级 ￥100.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奶制品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蒙牛

纯甄酸牛奶（原味） 200g*12 6个月 ￥55.00

蒙牛特仑苏纯奶 250ml*12 6个月 ￥62.50

特仑苏有机奶 250ml*12 6个月 ￥78.00

真果粒蓝莓/草莓/椰果 250ml*12 6个月 ￥36.00

奶特巧克力味/香草/香蕉味 250ml*12 6个月 ￥58.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奶制品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伊利

伊利金典有机纯牛奶 250ml*12 6个月 ￥66.00

伊利金典纯牛奶250ml 250ml*12 6个月 ￥54.00

伊利安慕希希腊风味酸奶原味 205g*12 6个月 ￥57.00

伊利安慕希芒果百香果味酸奶
高端畅饮系列

230g*10 5个月 ￥70.00

旺旺 旺旺乳酸菌家庭号 125ml*20 240天 ￥49.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奶制品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旺旺

旺仔特浓牛奶 125ml*20 240天 ￥58.00

旺仔牛奶原味家庭号 125ml*20 270天 ￥45.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饼干糖果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丹麦蓝罐

丹麦蓝罐曲奇 908g 24个月 ￥115.00

丹麦蓝罐曲奇 681g 24个月 ￥99.00

徐福记

徐福记沙琪玛 469g 10个月 ￥14.50

徐福记酥饼点心芒果酥/蜜瓜酥/草
莓酥/西柚酥/香橙酥

182g 12个月 ￥12.00

徐福记花生酥心糖
黑芝麻味/落花生味

250g 18个月 ￥19.5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饼干糖果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徐福记

徐福记果汁软糖橡皮糖 520g 2年 ￥16.80

徐福记牛轧糖/花生糖 285g 9个月 ￥19.80

徐福记小煎饼薄脆饼干（6小包） 850g 12个月 ￥52.00

徐福记米格玛米果卷注心夹心饼干 425g 12个月 ￥22.90

徐福记卷心酥夹心饼干（四种口
味）

84g*4 12个月 ￥25.9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饼干糖果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徐福记

徐福记法式薄饼（三种口味） 84g 12个月 ￥13.90

徐福记新年利是糖 280g 2年 ￥15.80

徐福记红枣核桃糕 230g 10个月 ￥42.00

徐福记金币巧克力 192g 18个月 ￥17.50

徐福记奇欧比桶装巧克力皇冠巧伯
礼桶

400g 6个月 ￥49.9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饼干糖果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广州酒家

广州酒家休闲小食套装 640g 24个月 ￥75.00

广州酒家红罐曲奇 500g 24个月 ￥49.00

广州酒家西关味酥饼 480g 24个月 ￥48.80

广州酒家金装经典手信

424g
内含合桃酥、凤梨酥、
果仁酥、红茶酥、鸡仔

饼

24个月 ￥62.00

广州酒家传统手工蛋卷 450g 24个月 ￥49.5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饼干糖果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旺旺 旺旺大礼包

918g
（内含克旺旺雪饼，QQ糖，
浪味仙，碎冰冰，小小酥，
牛奶糖，维多利果冻爽，果

白配等等）

9个月-12个月
（内容物保质期不同）

￥55.00

嘉顿

家庭什饼干铁罐礼盒装 1380g 12个月 ￥99.00

嘉顿红罐曲奇饼干礼盒 780g 12个月 ￥80.00

四洲 四洲饼干系列 400g 12个月 ￥11.90

中粮 中粮时怡蜜悦蜂蜜礼盒1208g
时怡优选洋槐蜂蜜454g
时怡优选山花蜂蜜454g
时怡优选椴树蜂蜜300g

2年 ￥146.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饼干糖果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EDO pack

EDO pack 苏打饼干 芝麻味 海苔味 
518g/盒

518g 1年 ￥29.00

EDO pack 苏打夹心饼干 榴莲风味 
柠檬风味 芝士风味 600g/盒

600g 365天 ￥29.00

EDO pack 乳酸菌味夹心饼干 原味 
蔓越莓味 抹茶味 360g/袋

360g 12个月 ￥14.80

EDO pack 纤麦消化饼干 纤麦 蓝莓
提子 蔓越莓 600g/盒

600g 12个月 ￥32.00

EDO pack 曲奇饼干礼盒 古堡牛油
味 680g/盒

680g 1年 ￥39.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饼干糖果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进口零食

FERRERO ROCHER费列罗巧克力24粒
（钻石装）

300g 365天 ￥88.00

FERRERO ROCHER费列罗巧克力30粒 375g 360天 ￥99.00

瑞士莲软心巧克力分享装
200g（16粒）

200g 360天 ￥62.00

美心原味鸡蛋卷礼盒装448g
(香港原装进口）

448g 7个月 ￥152.00

Roca乐家扁桃仁糖 822g 822g 540天 ￥158.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坚果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沃隆

沃隆每日坚果组合混合装成人款
/儿童款750g

内含蓝莓干、蔓越莓干、扁桃仁、榛子仁、
腰果仁、核桃仁共750g

9个月 ￥128.00

沃隆每日坚果7袋装A款175g/B款
175g

内含蓝莓干、蔓越莓干、扁桃仁、榛子仁、
腰果仁、核桃仁

9个月 ￥31.90

洽洽

洽洽每日坚果礼盒780g
内含加拿大蔓越莓干、美国巴旦木仁、新疆
黑加仑葡萄干、中国核桃仁、智利蓝莓干、

土耳其榛子仁、越南腰果仁
8个月 ￥138.00

洽洽禄仁混合坚果礼盒1000g
内含巴旦木仁、核桃仁、开心果、葡萄干、

奶香花生、兰花豆
8个月 ￥179.00

洽洽福仁混合坚果礼盒1230g
内含巴旦木仁、夏威夷果、开心果、纸皮核
桃、核桃仁、碧根果、开口松子、蔓越莓干

8个月 ￥319.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坚果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中粮

中粮福小满福满万家坚果礼盒
1690g

开心果176g，夏威夷果166g
无核葡萄干186g，新疆骏枣116g
混合坚果仁186g，手剥巴旦木156g
蔓越莓干186g，香烤黑大豆166g
海盐花生仁196g，碧根果156g

10个月 ￥288.00

中粮福小满福悦·真情袋装坚果
礼盒1221g

金装混合坚果仁90g，开心果90g
碧根果90g，新疆骏枣198g

麻辣花生仁106g，夏威夷果90g
手剥巴旦木90g，咸脆花生果262g

新疆核桃205g

10个月 ￥199.00

中粮福小满华夏有礼坚果礼盒
938g

香烤黑大豆166g，夏威夷果166g
海盐花生仁196g，脆冬枣68g
无核葡萄干186g，巴旦木156g

10个月 ￥139.00

中粮时怡科学坚果会每日坚果
750g

内含扁桃仁、蔓越莓干、核桃仁、腰果仁、
榛子仁、蓝莓干共750g

10个月 ￥96.00

中粮时怡优选每日水果燕麦片
900g

配料：谷物燕麦、冻干水果、蔓越莓干、黑
加仑葡萄干、葡萄干、扁桃仁碎、南瓜籽仁

12个月 ￥99.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坚果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中粮

中粮可兰纳斯乐宴干果礼盒
772g

可兰纳斯非洲腰果 90g      
可兰纳斯开心果 90g
可兰纳斯夏威夷果 90g      
可兰纳斯碧根果 90g
可兰纳斯脆冬枣 60g         

可兰纳斯原味花生果 262g
可兰纳斯混合果仁 90g

9个月 ￥119.00

中粮可兰纳斯福宴干果礼盒
1125g

可兰纳斯混合坚果仁 90g
可兰纳斯夏威夷果 90g

可兰纳斯手剥巴旦木 90g
可兰纳斯咸脆花生果 262g
可兰纳斯长山核桃 90g

可兰纳斯新疆核桃 205g，可兰纳斯新疆骏枣 208g
可兰纳斯蜂蜜黄油花生仁 90g

12个月 ￥138.00

中粮时怡科学坚果会简派干果礼
盒
918g

时怡脆冬枣68g，时怡手剥巴旦木156g
时怡碧根果156g，时怡夏威夷果166g

时怡无核葡萄干186g 
时怡金装混合坚果186g

12个月 ￥198.00

百草味

百草味至禧礼盒(罐装)1280g

百草味开心果(盐焗味)150g
百草味大山核桃仁160g
百草味炭烧腰果180g
百草味东北松子190g
百草味巴旦木仁200g

百草味夏威夷果(奶油味)150g
百草味碧根果(奶油味)120g，百草味榛子130g

6个月 ￥298.00

百草味喜团圆1596g

百草味开心果100g，百草味碧根果118g
百草味夏威夷果108g，百草味纸皮核桃180g

百草味猪肉脯100g，百草味黄金豆70g
百草味山核桃仁小酥210g
百草味无核白葡萄干100g

百草味蔓越莓干100g，百草味蟹香蚕豆180g
百草味红糖麻花120g，百草味多味花生210g

6个月 ￥168.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坚果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百草味
百草味合欢喜礼盒

2736g

百草味东北松子100g，百草味猪肉脯100g
百草味手剥山核桃(奶油味)190g

百草味开心果100g，百草味碧根果118g
百草味夏威夷果108g，百草味炭烧腰果100g

百草味牛肉粒(五香味)100g，百草味蔓越莓干100g
百草味山核桃仁小酥210g，百草味多味花生210g

百草味红糖麻花120g，百草味蟹香蚕豆180g
好想你每日蜜约蜜饯200g，好想你骏枣800g

6个月 ￥288.00

果夫子

果夫子碧根果 250g 9个月 ￥24.60

果夫子夏威夷果 250g 9个月 ￥24.60

果夫子巴旦木 250g 9个月 ￥18.80

果夫子 新疆特产开心果 250g 9个月 ￥28.8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山珍干货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林源茂

林源茂壹品山珍268套装
945g

林源茂椴木香菇108g
林源茂野生黑木耳98g
林源茂猴头菇89g
林源茂黄金菇108g

林源茂茶树菇108g，林源茂雪花银耳58g
林源茂若羌灰枣198g，林源茂桂圆178g

18个月 ￥198.00

林源茂壹品山珍·鲜品套装
588g

林源茂野生黑木耳98g
林源茂椴木香菇 108g
林源茂黄金菇 108g
林源茂真姬菇 108g
林源茂杏鲍菇 108g
林源茂雪花银耳 58g

18个月 ￥158.00

中粮

安荟堂悦享山珍礼盒
425g

安荟堂香菇75g
安荟堂黑木耳140g
安荟堂杏鲍菇100g
安荟堂黄金菇70g

安荟堂（片状）银耳40g

18个月 ￥168.00

中粮安荟堂物华天宝
山珍菌菇礼盒395g

安荟堂片状银耳40g  
安荟堂黑木耳140g
安荟堂香菇75g  

安荟堂灰树花45g
安荟堂凤尾菇95g

18个月 ￥138.00

中粮福小满寻菇记礼盒
350g

中粮福小满香菇 100g
中粮福小满黑木耳 90g
中粮福小满猴头菇 80g
中粮福小满竹荪 30g

中粮福小满雪花银耳 50g

18个月 ￥168.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山珍干货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中粮

中粮福小满珍菇记礼盒
650g

中粮福小满黑木耳 90g，中粮福小满真姬菇 
100g

中粮福小满雪花银耳 50g，中粮福小满黄金菇 
100g

中粮福小满猴头菇 80g，中粮福小满杏鲍菇 
100g

中粮福小满香菇 100g，中粮福小满竹荪 30g

18个月 ￥288.00

中粮安荟堂优享山珍礼盒610g

安荟堂银耳（片状）40g，安荟堂猴头菇80g
安荟堂灰树花45g，安荟堂香菇75g

安荟堂杏鲍菇100g，安荟堂真姬菇100g
安荟堂黄金菇70g，安荟堂茶树菇100g

18个月 ￥218.00

屯河金纱核桃 500g 12个月 ￥148.00

中粮时怡优选雪域玉枣礼盒
（四星）

1800g 12个月 ￥188.00

屯河金疆玉枣 500g 12个月 ￥168.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山珍干货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果夫子

果夫子巴旦木250g 250g 12个月 ￥18.80

果夫子夏威夷果250g 250g 12个月 ￥28.80

果夫子若羌枣（灰枣）500g 500g 12个月 ￥19.50

果夫子185薄皮核桃500g 500g 12个月 ￥28.80

鲜烹烹 鲜烹烹姬松茸250g 250g 12个月 ￥56.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山珍干货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鲜烹烹

鲜烹烹茶树菇 250g 12个月 ￥36.80

鲜烹烹竹荪 100g 12个月 ￥48.80

鲜烹烹银耳 150g 12个月 ￥24.50

鲜烹烹香菇 250g 12个月 ￥32.00

鲜烹烹猴头菇 250g 12个月 ￥36.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山珍干货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鲜烹烹

鲜烹烹黑木耳 250g 12个月 ￥32.00

鲜烹烹6A大桂圆干 500g 12个月 ￥25.00

鲜烹烹百合干 200g 12个月 ￥30.90

鲜烹烹莲子 250g 12个月 ￥33.00

宁安堡宁夏枸杞 300g 12个月 ￥58.8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山珍干货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方家铺子

方家铺子家欢礼盒A款

香菇138g，黑木耳138g
银耳138g，虫草花80g
四星楼兰灰枣250g
五星枸杞100g

6个月 ￥150.00

方家铺子家欢礼盒C款
茶树菇200g，黑木耳138g
古田银耳160g，香菇138g

6个月 ￥150.00

方家铺子趣味享礼盒B款

虫草花50g
黑木耳138g
香菇138g
猴头菇158g
腐竹200g
茶树菇120g

6个月 ￥168.00

方家铺子福满礼盒A款

煲汤伴侣从草花干贝65g
紫菜120g，海蛎干150g
蛏干50g，本港鱿鱼268g

虾皮70g

6个月 ￥198.00

方家铺子福满礼盒B款
香菇250g，虫草花50g

黄花菜200g，猴头菇158g
湘莲子250g，四星黑木耳250g

6个月 ￥198.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山珍干货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方家铺子

方家铺子福盈礼盒B款

黑木耳138g，古田银耳160g
五星枸杞100g，桂圆肉250g

云南纸皮核桃200g，猴头菇158g
茶树菇200g，香菇138g
四星新疆楼兰灰枣250g

6个月 ￥288.00

方家铺子鸿运珍菇礼盒
香菇108g，黑木耳98g
猴头菇80g，银耳48g

竹荪30g
6个月 ￥188.00

方家铺子鸿运山菇礼盒

黑木耳98g，姬松茸78g
银耳48g，黄花菜158g
猴头菇80g,虫草花88g
香菇108g，竹荪30g

6个月 ￥268.00

方家铺子鸿运寻菇礼盒
香菇108g，虫草花88g
猴头菇80g，姬松茸78g

银耳48g
6个月 ￥118.00

方家铺子鸿运百菇礼盒
黑木耳98g，香菇108g
黄花菜158g,姬松茸78g
虫草花88g，银耳48g

6个月 ￥168.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山珍干货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大山合

大山珍礼盒825g
剪花银耳55g，杏鲍菇60g　
无根木耳100g，桂圆干200g　
若羌灰枣350g，真姬菇60g

6个月 ￥128.00

大山合全家福年货礼盒
1495g

香菇150g，单片木耳150g
即糯银耳80g，茶树菇115g
 桂圆干500g，若羌灰枣500g

6个月 ￥129.00

大山合百菇园年货礼盒
868g

香菇168g，单片木耳100g　
猴头菇120g，滑头菇80g　
杏鲍菇120g，雪耳 90g
茶树菇120g，舞茸70g

6个月 ￥148.00

大山珍选金装礼盒850g
秋耳100g，若羌灰枣350g　
古田糯耳130g，北虫草100g　
原木香信100g，香蕈70g

6个月 ￥199.00

大山合南北干货大礼包
1380g

金钱菇100g，单片木耳100g
即糯银耳80g，桂圆干500g
灰枣500g，猴头菇100g

6个月 ￥99.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山珍干货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琼彬

琼彬北海鱿鱼205g 205g 12个月 ￥55.00

琼彬北海干贝250g 250g 12个月 ￥109.00

琼彬北海虾米250g 250g 12个月 ￥68.00

琼彬花胶150g 150g 12个月 ￥229.00

琼彬鲍鱼75g 75g 12个月 ￥229.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山珍干货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琼彬

琼彬章鱼300g 300g 12个月 ￥129.00

琼彬银鱼125g 125g 12个月 ￥52.00

琼彬北海蚝豉300g 300g 12个月 ￥69.00

琼彬金钱菇200g 200g 12个月 ￥46.00

琼彬香菇250g 250g 12个月 ￥45.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山珍干货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琼彬

琼彬元贝礼盒95g 95g 12个月 ￥229.00

琼彬海产大礼包1075g
鲍鱼75g，蚝豉300g
墨鱼220g，干贝150g
虾米150g，鱿鱼180g

12个月 ￥499.00

琼彬组合好礼925g
干贝150g，虾米150g
鱿鱼205g，香菇120g
花菇160g，黑木耳140g

12个月 ￥268.00

琼彬腐竹300g 300g 12个月 ￥19.00

鲶鱼沟 鲶鱼沟有机熏雁礼盒装 4斤左右 7天 ￥368.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冲调饮品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西麦 西麦即食燕麦片 1000g 12个月 ￥27.00

桂格 桂格即食燕麦片 1000g 18个月 ￥29.80

雀巢

雀巢怡养中老年奶粉 850g 24个月 ￥95.00

雀巢怡养健心中老年奶粉 800g 24个月 ￥118.00

安怡 安怡经典中老年配方奶粉 800g 24个月 ￥79.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冲调饮品系列

品牌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中粮

中粮安荟堂老姜红糖山药粉 500g 12个月 ￥158.00

中粮可益康红豆薏米粉 500g 12个月 ￥48.00

南方

南方无糖黑芝麻糊 560g 12个月 ￥32.00

南方原味黑芝麻糊 600g 12个月 ￥26.00

智力 智力无糖手磨黑芝麻糊 700g 12个月 ￥26.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茶系列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氧生之道新会小青柑云南宫廷熟普洱
茶柑普茶罐装150g 暖暖春光

150g 36个月 ￥95.00

氧生之道新会小青柑云南宫廷熟普洱
茶柑普茶罐装150g 箐箐田园

150g 36个月 ￥115.00

新会特产小青柑普洱茶 铁罐250g*2 250g*2 24个月 ￥208.00

新会特产小青柑普洱茶 铁罐500g 500g 24个月 ￥198.00

采绿无农药武夷山红茶100g 100g 24个月 ￥165.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茶系列

商品名称 图片 规格 保质期 团购价

宁夏枸杞八宝茶 800g 24个月 ￥36.00

宁夏玫瑰花八宝茶 800g 24个月 ￥36.00

广州酒家新会柑普茶8个装礼盒 250g 36个月 ￥358.00

广州酒家新会陈皮普洱茶（10g*10袋
装）

100g 36个月 ￥142.00

*团购价具体价格依订购数量而定，大量订购低至七折优惠。



篇幅有限，更多年货商品欢迎浏览福利平台fl.job168.com

   南方人才福利平台经过两年多的运营，已经积累了成熟的运营模式和经验，服务客户类型有事业单位
工会、学校、医院、金融、保险、工厂、商业服务等，客户涵盖珠三角，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最优福
利解决方案。

                  ·线下大宗采购                             ·弹性福利服务

      ·礼品定制                         ·活动策划                          ·技术外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