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佳友冷冻批发羊肉

产品名称 佳友冷冻批发羊肉

公司名称 沈阳市佳友冷冻食品批发有限公司

价格 11000.00/吨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奉天路128号

联系电话 0371-65195663 15890031384

产品详情

批发大量进口顶级冷冻鸡/鸭/猪/羊/牛/鱼/鹅类等冷冻食品的批发及价格 进口顶级羊副产品批发；
冷冻食品批发  羊腿     125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整羊     11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羊肉     10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羊肉卷   11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羊椎骨   115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羊部位肉 11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羊排骨   123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羊内      9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羊胴体   105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羊净肚   
96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羊里脊    9600元/吨 进口顶级牛副产品批发； 冷冻食品批发 
牛椎骨   12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牛蹄     125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牛腩    
14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牛隔膜   16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牛蹄筋   10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牛排     135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牛鞭     162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牛肉     10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牛肚    105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牛舌    12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牛腱     12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牛大肠   12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牛肚领
13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牛大骨   10300元/吨

进口顶级鸡副产品批发 冷冻食品批发  西装鸡    72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无骨鸡爪 93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鸡爪     8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凤爪     95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鸡腿
9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鸡翅     9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鸡全翅   87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鸡尖翼    8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鸡中翅   92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鸡翅根   8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童子鸡 92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老母鸡  86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三黄鸡   8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土鸡      9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鸡胸肉   9600元/吨 进口顶级鸭副产品批发；
冷冻食品批发  鸭翅      8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鸭头     96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鸭眕      9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鸭爪      8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鸭脖     
96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鸭心      9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鸭边腿    9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整鸭/冻鸭 8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鹅腿     112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鹅肫     132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鹅爪     137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鹅胗    
14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鹅舌     15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整鹅     11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无节鹅爪 13000元/吨

进口顶级兔副产品批发 冷冻食品批发  整兔      9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兔内     
9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兔前腿   106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兔后腿    96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兔里脊    91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兔肉      9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狗肉     18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狗腿肉   16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狗鞭    
23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驴肉     21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驴鞭     25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驴椎骨   20000元/吨

进口顶级猪副产品批发； 冷冻食品批发  猪鼻      96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五花肉   
83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猪中方肉 82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猪肘      8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猪肚      96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猪舌      9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猪心     
6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猪皮     9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猪耳片   93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猪尾巴 10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猪大肠 125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猪大骨 10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猪排骨 12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猪脚[前]  9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猪脚[后]  84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猪蹄筋   10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猪排     11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七寸节    9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丹麦皇冠猪头86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猪头有耳 81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猪寸骨   9800元/吨   进口顶级水产海鲜批发； 冷冻食品批发 鱿鱼须    8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鱿鱼头    9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秋刀鱼    62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多宝鱼
128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金线鱼   10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九节虾   1288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鲍鱼     23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海渗     22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海鳗     18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石斑鱼   21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雪鱼片   14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带鱼 8000-9500元/吨 批发海鲜冻品 鱿鱼8000-105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无头鱿鱼 
7200元/吨 批发海鲜冻品 有头鱿鱼  82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鱿鱼片    825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鱿鱼排    8500元/吨 批发海鲜冻品 黄瓜鱼   17000元/吨 冷冻食品批发  冻兔子    8800元/吨
联 系 人：林福天 移动电话：15904012830 传    真：024-31298326 Q      Q: 1538367010
邮    箱: futian2830@163.com 公    司: 沈阳市佳友冷冻食品批发有限公司 地    址;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奉天路128号 本公司长期货源稳定，产品规格齐全，质量保证，运输配送快捷！以
真诚的信誉开发广阔的市场，欢迎各界新老客户前来订购,信誉第一、质量第一、数量第一!
包送货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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