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苹果的高价也经
常受到市民的关注，是什么抬
高了苹果的价格。采访中记者
了解到，从苹果采摘下来，一直
到上到市民餐桌，中间要经过
层层的批发商，无形当中抬高

了苹果的销售价。
从事苹果批发十几年的老

李告诉记者，在整个苹果销售链
条中，果蔬公司是第一级收购商
以及批发商，从果蔬公司进到外
地的市场上，还要经过众多的二

级、三级批发商，每一级批发商
都要加上不菲的运输费、储藏
费、人工费，这一系列的花费最
后都要转嫁到消费者投上，由消
费者买单，流通环节的增多无形
中增加了苹果的成本，平时市民

从超市中买到的就是经过层层
加价的高价苹果。

此次公益活动直接与果农以
及合作社对接，爱心苹果从枝头直
达餐桌，减少中间加价环节，让全
省人民吃上实惠的烟台苹果。

齐鲁晚报与栖霞市人民政府联手打造爱心苹果

市市民民每每购购得得一一箱箱 即即捐捐献献一一元元爱爱心心基基金金

12日，在烟台农科院举行的胶
东涝害果园管理技术研讨会，烟台
市农科院副院长姜中武和其他果
树专家谈到了今年天气对苹果树
的影响。

今年7月，烟台地区平均降水量
达到461 . 6毫米，比去年同期偏多
156 . 7%，比多年同期平均值偏多
155 . 0%。不仅降水量大，降水时间也
特别长，7月份烟台降水总天数达到
23天。不少果树被淹，造成减产。

海阳发城镇的果农老王，很早

就到了研讨会现场，听专家讲解时
还认真做了笔记。老王家有6亩苹果
园，夏季持续降水后，30年树龄的果
树“扛不住”了。8月中旬，树上还挂着
小苹果，果树出现烂根，落叶发黄现
象越来越严重，最后25-30年的7棵果
树死掉了。“这7棵树算算也得2万块
的毛收入啊。”老王心疼地说。

让果农们想不到的是，雨后施
肥和除草也是加速果树受损的原
因。姜中武说，由于降雨量大，土壤
中水分处于过饱和状态，两次降雨

间隔时间短，致使肥料溶解液长时
间处于20-40厘米的根系生长空
间，根系周围的肥料浓度太高，超
过了果树根部细胞正常的负压能
力，造成根系细胞坏死，使大量毛
细根死亡。同时喷除草剂后下雨也
能造成果树根系受损死亡。

“从树龄看，受灾程度老龄果
园重于幼龄果园。地势低洼、排水
不良的果园重于地势较高的果园。
从栽培方式看，不起垄栽培的重于
起垄栽培的果园。”姜中武说。

“献爱心”是此次活动的重要主
题之一，活动启动同时，齐鲁晚报还
将牵头成立红苹果爱心基金，启动
爱心公益活动。该基金将长期运作，
短期用途为资助贫困学生，远期计
划筹建希望小学。

在此次活动中，市民每购买一箱
苹果，我们就以市民的名义捐出1元
钱，献出一份爱心，突出“爱心”主题。

为突出市民和企业的爱心，我
们还将定期在版面上刊登红苹果爱
心榜，对认购量大的个人和团体以
榜单的形式体现在报纸版面上。

“苹果是日常都要吃的水果，特
别是刚下来的时候肯定都要买几箱
尝尝鲜。”市民张女士每天都要为家
人准备一个苹果，在吃到正宗烟台
苹果的同时，还能为贫困地区的儿
童献上一份爱心，张女士觉得这苹
果买得值。

“栖霞苹果红齐鲁爱心公益活
动”即日起启动，如果你也想在吃上
正宗、实惠的烟台苹果的同时，为贫
困地区的孩子们献上一份爱心，赶
紧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吧，市民
或团体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订购：
1 .到各地齐鲁晚报地方站进行订购
2 . 到 淘 宝 网 店 h t t p : / /
shop106287839 .taobao.com/，直接订
购。红富士苹果将在10月上旬陆续
上市，我们将在上市后的第一时间
内将苹果发到消费者的手中。

上市早的红将军冒充红富士，就连冷库去年存的苹果也来凑

热闹，不少市民抱怨吃不上正宗的烟台红富士。以“惠果农、献爱

心、享品质”为主题，齐鲁晚报与栖霞市人民政府联手推出“栖霞苹

果红齐鲁爱心公益活动”，为全省市民供应正宗、有品质的栖霞苹

果，同时市民每购得一箱爱心苹果，即捐献一元爱心基金用于贫困

儿童的救助。

烟台苹果美名远扬，栖霞
蛇窝泊镇这个苹果大镇便是其
中最为正宗的产地。一旦有了
名气，便很容易引来众多冒充
者。近年来，时不时传出外地苹
果装进印有“烟台苹果”字样的
箱子里进行出售。

2011年就曾有青岛媒体报
道过平度、莱西、胶南等地的苹

果装进“烟台水晶富士”的箱子
里进行销售。不少南方的采购
商甚至直接要求当地的收购商
将苹果装到“烟台苹果”的箱子
里，目的就是套上“烟台”的名
头。

除了省内其他产地苹果冒
充烟台苹果外，采访中不少经
销商反映，陕西也是全国很重

要的一个苹果产地，苹果的产
量比烟台要大很多，而每年从
陕西运过来的苹果很多都是打
着烟台苹果的名义来卖。

外地苹果冒充烟台苹果进
行销售，不仅搅坏了烟台苹果
的名声，而且由于外行的市民
从外光上缺乏辨识度，因而难
以吃上正宗的烟台苹果。

此次由齐鲁晚报和栖霞
市人民政府联合推出的爱心
苹果全部来自烟台苹果最正
宗的产地——— 蛇窝泊镇，产地
直供，而且选用的都是80级别
以上的苹果，确保了苹果的正
宗。同时，全程由栖霞市人民
政府把关，保证了苹果的高品
质。

政府部门把关 定制推出放心正宗的栖霞产地苹果

从枝头到餐桌减少中间环节 让全省市民吃上更实惠的栖霞苹果

擦亮公益牌

每卖一箱苹果

即捐出一元爱心基金

苹苹果果价价格格走走高高，，果果农农眼眼前前一一亮亮
受7月份多雨天气影响苹果减产，果农们都说今年果价差不了

记者 李娜

12日，在烟
台农科院举行的
胶东涝害果园管
理 技 术 研 讨 会
上，坐满了烟台、
威海多个县市的
果农。他们有的
是合作社的负责
人，有的是种植
果园的大户，齐
聚一堂的果农和
专家们打开话匣
子，讨论今年苹
果的价格、果树
灾害补救以及预
防话题。

提到今年的
苹果价格，不少
果农都断言，今
年价格差不了，
因为9月份早熟
的嘎啦和红将军
上市，价格就让
他们眼前一亮。

栖霞市唐家泊果农苏海东，除
了种植3亩果园外，每年还收购苹
果储藏销售，对于今年的苹果价
格，他说只能走高。

今年4月份开始，气调库储藏
的苹果价格开始小幅上涨，到现在
价格还没回落。“85果(直径85mm)

从3 . 5元涨到了现在的5 . 2元，这是
个好兆头，新果上市，价格肯定低
不了。”苏海东凭借自己多年的经
验说。

9月份，早熟的嘎啦和红将
军苹果上市，价格就让果农眼前
一亮。不同规格的红将军苹果，
都比去年每斤高出五六毛。“红
将军收购价最高到了4 . 2元/斤，
红将军的价格往往是红富士的
参考。”栖霞市蛇窝泊镇的苹果
收购商孔令勤说，大果商都会到
各地看行情给价，今年受天气影
响产量可能降低，价格很可能超
过去年。

蓬莱市刘家沟镇接夼孙庄的
果农孙晓峰说，他的8亩果园虽然
没有死树现象，但是个头普遍比去
年小，产量会减少一些。

据了解，去年冬季和今年初
春的严寒天气对苹果的影响较
大，陕西、甘肃受到影响。今年夏
季的雨水天，又让山东苹果受了
涝灾，苹果的产量将受到影响。
多数果商断言，今年苹果的价格
会高于去年。

价格>> 新果上市，价格肯定低不了

探因>> 持续降水高温，造成苹果减产

据记者了解，除了本地的早熟
品种红将军时常会冒充红富士以
外，和烟台苹果同文同种的陕西苹
果也经常来烟台来凑热闹。

“其实陕西苹果是在上世纪八十
年代经过烟台引进过去的，所以从树
种等各方面来讲，陕西苹果和烟台苹
果都是差不多的。”唐淑香说。而据记
者了解到，在往年，烟台市工商部门
每年都会查获将陕西苹果装进烟台
苹果盒子冒名顶替的行为。

2012年初，本报曾经报道过陕
西苹果冒充烟台苹果来卖的情况。
在母亲说想吃烟台苹果后，刘先生
就去市场上买了4斤标示为“烟台
产”的烟台苹果，然后乐滋滋地回家
孝敬父母，谁知一回家，刘先生的父
亲就问：“你啥时候去陕西了？”，然
后说买的这些苹果蒂把这么长，不
是烟台苹果，而且这苹果不好吃。后
来跟家人拿出来的正宗烟台苹果一
对比，刘先生尝了一下才知道，他买
的这些苹果和烟台苹果差远了。

在栖霞市的主要苹果产地唐家
泊镇和蛇窝泊镇，一些苹果种植户告
诉记者，陕西苹果其实和烟台苹果尝
一尝就能分辨的出来，烟台苹果的
香、脆、甜是独有的特性，而陕西的苹
果皮厚、肉硬，但是外表很漂亮。

此外，据栖霞当地果农透露，以
往陕西苹果因为气候原因歉收的时
候，也有过成群结队到栖霞来收购
苹果，然后装上他们陕西苹果的标
识再发往各地去卖。“这种情况无异
于拿着烟台的优质苹果为外地扬
名，其实各有各的优点，陕西苹果味
甜、色红，烟台苹果耐储存、汁水多，
但陕西苹果通常比较小，80果以上
的都很少。”从济南章丘来烟台收苹
果的李存宝先生说。

冒名顶替的队伍中

也有陕西苹果的身影

相关链接

记者 孙芳芳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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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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