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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荣SPAR超市爆款低价聚集迎五一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五一小长假就要到来啦。 日前，信

息时报记者特别采访了嘉荣 SPAR 超

市，让其来给您支招，献上“省钱”秘籍，

花更少的钱买到更好的商品，备足好吃

的好喝的好玩的欢乐过五一。 目前，嘉

荣 SPAR 超市联合各大厂商进行大力

度商品促销， 已开启疯狂折扣模式，大

批量爆款低价聚集。

联合各大厂商大力度商品促销

嘉荣 SPAR 超市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迎接五一，答谢新老顾客，即日起至 5

月 2 日，嘉荣 SPAR 超市特联合各大厂

商进行大力度商品促销。 特价风暴享不

停：嘉顿小平方包 350g-10 元/两包；徐

福记特钻果冻 9.9 元/斤；李锦记美味黄

豆酱 800g-9.50 元/瓶； 舒肤佳香皂（3

纯白+1 薰衣草）9.9 元/组； 佳洁士 3D

炫白双效/微米炭牙膏 180g 配乐活运

动水杯 11.9 元/支等。

此外， 伊利儿童液体奶全场 8 折；

稻香全场 88 折；乐肴局全场任意两包 8

折等。 还有超值超低价，满立减超划算，

千万别错过了：可口可乐旗下产品满 35

元立减 5 元；怡宝、麒麟、魔力品牌系列

饮料买满 35 元立减 5 元； 买满喜之郎

系列包装海苔满 38 元立减 5 元； 雀巢

全系列产品买满 50 元立减 3 元/买满

100 元立减 8 元/买满 200 元立减 20

元； 江小白品牌产品满 69 元减 10 元；

买牙博士、云南三七、益达等品牌买满

48 元减 5 元/满 58 元减 8 元/满 68 元

减 12 元；艾诗、罗曼诺洗发水、沐浴露

满 100 元立减 20 元；买清风满 58 元减

5 元； 茵茵纸尿裤超柔系列、 薄能吸系

列，满 100 元立减 50 元；凡是买爱仕达

品牌商品，满 299 元减 30 元/满 399 元

减 60 元/满 499 元减 100 元等。

疯狂折扣，大批爆款低价聚集

“嘉荣 SPAR 超市钜惠购， 这个五

一爆款亮相陪您嗨到飞起！”嘉荣 SPAR

超市相关负责人表示， 约会、 逛街、游

玩、一切美好的事情都应在这美好时光

发生。

嘉荣 SPAR 超市已为消费者开启

疯狂欢乐购+买买买模式， 即日起至 5

月 4 日，嘉荣 SPAR 超级为您搜罗超市

精选，前腿上肉 6.99 元/斤、盐

焗

手撕鸡

10.9 元/只、后腿上肉 6.99 元/斤、鲩鱼

5.99 元/斤、三黄鸡 9.90 元/斤、通心菜

3.99 元/斤等，生鲜每天乐享超低价，每

天爆款商品不同，购完即止。

此 外 ， 怡 宝 纯 净 水 8 连 包

555ml*8-8.9 元/组、舒肤佳纯白沐浴露

1000ml（促销装）22.8 元/支、奥妙深层

洁净洗衣液 2.5kg*2（促销装）58.9 元/

套、 心相印三层卷筒卫生纸（蓝色）

140g*12 卷 19.9 元/提、 雪完美补水/亮

肌天丝面膜组合 88ml-10.0 元/盒等，每

款商品每天限量购买，购完即止。

狂欢不止， 惊爆价组合更优惠：光

明藜麦燕麦牛奶饮品 280g+逃离烘焙

软土司面包 300g 组合价 9.9 元/组；伊

利安慕希希腊酸奶 205g*12+伊利果粒

优酸乳（草莓粒）245ml、伊利果粒优酸

黄桃味 245g-69.0 元/组；海霸王甲天下

汤圆 350g＋甲天下黑珍猪香菇猪肉水

饺 600g-15.9 元/组等。

多点线上购超值特惠惊喜不断

五一期间，嘉荣 SPAR 超市还携手

多点开启钜惠狂欢，4 月 30 日 18:00 至

5 月 5 日 23:59，将有重量级优惠活动轮

番出击， 让您在超市和线上购物都方

便。 线上多点 App 标注“秒杀”的商品，

每单仅限选择 1 件专区商品，超出即恢

复原价： 夏黑葡萄 500g-11.9 元/斤、福

临门丝苗米 10kg-47.9 元/袋、东古生抽

王酱油 800ml-4.9 元/瓶、洁柔金尊天然

无香抽式纸 110 抽 *10 包 17.9 元/提

等。

此外，超值折上折专场领券满 75-

10（可叠加专区满减折扣使用）：三元冰

岛式酸奶原味 200g*12-32.9 元领券买

2 箱、 旺仔牛奶礼盒装 145ml*16-33.2

元领券买 2 箱、 鹰唛食用植物调和油

5L-35.7 元领券买 2 箱等等。 食用油专

场 88 折，最高优惠 20 元：福临门浓香

压榨一级花生油 5L 折后价 70.31 元/

瓶、红灯花生油 5L 折后价 68.55 元/瓶、

金龙鱼浓香花生油 5L 折后价 69.43 元/

瓶等。 更有全场生鲜领券满 29 元减 5

元，嘉荣 SPAR 超市准备了多种多样生

鲜，绝对疯狂的抢“鲜”购。 还有品牌满

减优惠来助力， 西麦品牌领券满 49 元

减 15 元， 统一品牌满 20 元减 5 元，和

路雪品牌满 35 元减 5 元。 实际优惠请

以嘉荣 SPAR 超市销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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