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100g营养成分:
能量: 774千焦耳/185千卡
蛋白质: 23 克
碳水化合物: 0-1 克
脂肪: 10 克*
盐：                              2,5 克

*) 脂肪含量因捕捞季节不同有
+/-5克浮动

皇家格陵兰的冷熏三文鱼是用极其
新鲜的挪威三文鱼（拉丁名称Salmo 
salar）加工制成。

长时间的干燥和熏制过程赋予了三文
鱼漂亮的深颜色。

皇家格陵兰提供三种鱼片修整方式，
或部分或全部去除脂肪线。

T0：无脂肪线
T3：最多3公分脂肪线
T8：最多8公分脂肪线

成分: 
三文鱼切片，盐，烟。捕捞区域FAO 
05

准备: 
在冷藏箱解冻

语言: 
销售市场所在地语言

每箱重量: 
每箱10-12.5千克/重量可调

包装: 
每层欧标托盘4箱
每欧标托盘40箱

保质期和储存:
-18’C  12个月

烟熏三文鱼，预分切 产品编号: 141329011, T0
规格: 1000 克，冷冻

产品编号: 141310011, T3
规格: 900-1400 克，冷冻

产品编号: 141303011, T8
规格: 900-1400 克，冷冻

GOURMETTRIM®



每100克营养成分:
能量: 774千焦耳/185千卡
蛋白质: 23 克
碳水化合物: 0-1 克
脂肪: 10 克
盐：                              2,5 克

皇家格陵兰的冷熏三文鱼是用极其
新鲜的挪威三文鱼（拉丁名称Salmo 
salar）加工制成。

长时间的干燥和熏制过程赋予了三文
鱼统一的高品质和漂亮的深颜色。

整片带皮三文鱼片

T0：无脂肪线
T3：最多3公分脂肪线
T8：最多8公分脂肪线

成分：
带皮三文鱼片，盐，烟。捕捞区域
FAO 05

准备：
在冷藏箱解冻

语言：
所有销售市场所在地语言

每箱重量：
每箱13.5千克/重量可调

包装：
每层欧标托盘4箱
每欧标托盘40箱

保质期和储存:
-18’C  12个月

烟熏三文鱼，整片带皮 产品编号: 141 309 011  
规格:  900 -1400 克



产品编号: 121747013
规格: 500 - 1100 克，冷冻

每100g营养成分:
能量: 768千焦耳/185千卡
蛋白质: 15 克
碳水化合物: 0 克
脂肪: 14 克
盐：                              2,5克

格陵兰比目鱼生长在冰雪覆盖的格陵
兰岛西北部海域，是世界上最佳可食
用鱼类之一，其肉质柔滑，细腻，洁
白如雪，美味无比，且富含欧米茄3
。

因其天然的美味，比目鱼非常适合烟
熏。皇家格陵兰用山毛榉木熏制格陵
兰比目鱼，烟熏口味柔和，着重突出
了比目鱼的自然风味。

成分: 
比目鱼片，去皮去骨，盐，烟。捕捞
区域FAO 21

准备: 
在冷藏箱解冻

语言: 
销售市场所在地语言

每箱重量: 
每箱8千克/重量可调

包装: 
每层欧标托盘4箱
每欧标托盘40箱

保质期和储存:
-18’C  12个月

烟熏比目鱼，去皮预分切



每100克营养成分:
能量: 768千焦耳/185千卡
蛋白质: 15 克
碳水化合物: 0 克
脂肪: 14 克
盐：                              2,5 克

格陵兰比目鱼生长在冰雪覆盖的格陵
兰岛西北部海域，是世界上最佳可食
用鱼类之一，其肉质柔滑，细腻，洁
白如雪，美味无比，且富含欧米茄3
。

因其天然的美味，比目鱼非常适合烟
熏。皇家格陵兰用山毛榉木熏制格陵
兰比目鱼，烟熏口味柔和，着重突出
了比目鱼的自然风味。

成分：
比目鱼片，盐，烟。捕捞区域FAO 
21

准备：
在冷藏箱解冻

语言：
所有销售市场所在地语言

每箱重量：
每箱8.5千克/重量可调

包装：
每层欧标托盘4箱
每欧标托盘40箱

保质期和储存:
-18’C  12个月

烟熏比目鱼，整片带皮 产品编号: 121 727 011 
规格:  500 - 1100 克



GOURMETTRIM®

每100g营养成分:
能量: 860 kJ/210 kcal
蛋白质: 23 克
碳水化合物: 0-1 克
脂肪: 10 克*
盐：                        2,5 克

*) 脂肪含量因捕捞季节不同有
+/-5克浮动

皇家格陵兰的腌制三文鱼是用极其
新鲜的挪威三文鱼（拉丁名称Salmo 
salar）加工制成。

三文鱼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香料腌
制而成，这种香料与三文鱼搭配无与
伦比。经腌制的三文鱼是完美的前餐
选择，无论夏季还是冬季。

皇家格陵兰提供三种鱼片修整方式，
或部分或全部去除脂肪线。

T0：无脂肪线
T3：最多3公分脂肪线
T8：最多8公分脂肪线

成分: 
三文鱼切片，盐，酸度调节剂，香
草，调味料。捕捞区域FAO 05

准备: 
在冷藏箱解冻

语言: 
销售市场所在地语言

每箱重量: 
每箱11.5千克/重量可调

包装: 
每层欧标托盘4箱
每欧标托盘40箱

保质期和储存:
-18’C  12个月

腌制香草三文鱼 产品编号: 141838011, T0
规格: 900-1400 克，冷冻

产品编号: 141833011, T3
规格: 900-1400 克，冷冻



每100克营养成分:
能量: 768千焦耳/185千卡
蛋白质: 15 克
碳水化合物: 0 克
脂肪: 14 克
盐：                              2,5 克

格陵兰比目鱼生长在冰雪覆盖的格陵
兰岛西北部海域，是世界上最佳可食
用鱼类之一，其肉质柔滑，细腻，洁
白如雪，美味无比，且富含欧米茄3
。

比目鱼用传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香
料莳萝腌制而成，这种香料与鱼搭配
无与伦比。经腌制的比目鱼是完美的
前餐选择，无论夏季还是冬季。

成分：
比目鱼片，去皮去骨，盐，糖，莳
萝，香料。捕捞区域FAO 21

准备：
在冷藏箱解冻

语言：
所有销售市场所在地语言

每箱重量：
每箱8千克/重量可调

包装：
每层欧标托盘4箱
每欧标托盘40箱

保质期和储存:
-18’C  12个月

腌制比目鱼，预分切 产品编号: 121 748 011 
规格:  500 - 1100 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