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 会 上 头 不“ 见 风 倒 ”

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荣耀上市
烟台苹果闻名于世，酸甜适口，

细脆津纯，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的微

量 元 素 ，氨 基 酸 含 量 较 高 ，经 常 食

用，可帮助消化、养颜润肤。所以每

当苹果成熟时，烟台人总是作为最

好的礼物送给亲朋好友。

如今，烟台又有了新特产———

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它是利用烟

台苹果二次发酵掐酒头去酒尾蒸馏

而成，在吸收国外苹果白兰地酿造

工艺的基础上，利用水果蒸馏专利

技术，经工程技术人员反复试验，历

时三年多的时间，倾力打造出的高

品质发酵蒸馏型苹果白兰地，经橡

木桶贮藏陈酿，酒体陈香、醇厚、和

谐，自然健康，属国内首创，填补了

国内空白。“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

的诞生，改写了只有法、美、意等国

家才拥有的第二大品类白兰地、中

国只有单一葡萄白兰地的历史。尤

为重要的是，“祥府庄园”苹果白兰

地作为发酵蒸馏酒，改变了消费者

对白兰地“易上头、见风倒”的饮用

误区，是一款真正碱性健康的佳酿。

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由烟台吉

斯集团旗下烟台祥府酒业有限公司

研发出品，有36%vol、38%vol、40%vol

三个品种，为发酵蒸馏型苹果白兰

地。目前国内生产的白兰地 (主要以

葡萄为原料 )，分为三种生产类型：①

配制型，即以糖蜜酒精为主要原料，

经添加香精、焦糖色调兑而成；②皮

渣蒸馏型，以葡萄皮为原料而蒸馏

的白兰地；③发酵型蒸馏酒，以葡萄

汁为原料发酵蒸馏经橡木桶陈酿而

成。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拥有独特

美妙的口感，更具苹果香型和普通

白兰地的保健作用。浓郁果香、美妙

口感、晶莹剔透，令人怦然心动。

作为烟台人，可以自豪地将苹

果白兰地当作尊贵的胶东特产礼馈

亲朋好友，高端、大气、上档次，而且

不受时节的限制！

吉斯集团烟台祥府酒业有限公

司出品

地址：烟台市牟平区师范路426号

业务电话：0535-4237199

烟台旗舰店：芝罘区南大街西首西

山加油站正对面吉斯波尔

电话：6694999

蓁山花园店：帝景苑北区西50米

电话：13589759833

四马路店：芝罘区四马路 9 9号附 1号

107号

电话：6219899/13181519899

牟平旗舰店：牟平区师范路426号北

电话：15054511699/15254529169

竞争性谈判公告

一、项目名称：烟台火车

站商业中心消防维保、电梯

维保。

二、竞争谈判内容：消防

维保、电梯维保。

三、接洽处：山东济铁旅

行服务有限公司烟台经营部。

1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

北马路138号烟台火车站商

业中心。

2、接洽时间：2014年6月

30日—2014年7月15日。

联系电话：0535-2965373。

四、竞争性谈判申请文

件交纳截止时间 7 月 1 5 日

15：00。

五、谈判方式：公开竞争性

谈判。

山东济铁旅行服务有限公司

2014年7月1日

竞争性谈判公告

一、项目名称：商业中心

北楼梯口西侧部分场地

二、竞争谈判内容：房屋

租赁

三、接洽处：山东济铁旅

行服务有限公司烟台经营

部。

1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

北马路138号烟台火车站商

业中心。

2、接洽时间：2014年6月

30日—2014年7月15日。

联系电话：0535-2965373。

四、竞争性谈判申请

文件交纳截止时间 7 月 1 5

日15：00。

五、谈判方式：公开竞争

性谈判。

山东济铁旅行服务有限公司

2014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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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30日讯(记者 钟
建军 通讯员 圣凯 李娜
贤才 ) 发生轻微道路交通事
故后，可以到位于幸福附近的
快速理赔中心理赔了。6月30

日，烟台市道路交通事故快速
理赔西部服务中心正式挂牌并
启用。这是继位于机场路市区
南部烟台市道路交通事故快速
理赔服务中心之后，在市区西
部建立的又一处事故快速理赔
中心。

为了给市民提供更便捷的
服务，6月30日上午，烟台市道
路交通事故快速理赔西部服务
中心正式挂牌并启用。快速理
赔西部服务中心地址在车管所
西侧的市交警二大队事故处理
中队大厅内。

快速理赔西部服务中心除
设有8个保险公司理赔点外，还
有亨通公估、佳联公估、民太安

公估等3家公估公司。据介绍，
全市有28家保险、财险公司，无
论车主投保的哪家的保险，都
可以在快速理赔西部服务中心
办理理赔业务。

“轻微事故可快速理赔，双
方驾驶员拍不少于7张照片后
就可撤离现场，事后再去快速
理赔中心处理。”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事故科科长孙静杰说，轻
微事故走“快赔”很是便捷，又
能有效避免因轻微交通事故导
致发生道路拥堵的情况。

“快速理赔西部服务中心
启用后，市区有了两处服务网
点。”孙静杰说，市区机场路上
有一处，市区西部也有一了处，
等将来条件成熟后，交警部门
还将在市区其他位置适当增加
相应的服务网点，为市民提供
更便捷快速的理赔服务。

“在市区西部以及北部发

生轻微交通事故后，可以直接
来快速理赔西部服务中心处
理。”市交警二大队事故处理中

队指导员姜忠日说，不用再往
机场路跑了，在幸福片区就能
快速办理理赔手续。

市市区区新新增增一一处处快快速速理理赔赔中中心心
“快赔”西部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快赔用的人少

需要过程培养
“车主也需要一个认知和适应

的过程。”民警对记者说，如果车主
第一次走快速理赔程序，第二次就
知道了，“发生轻微事故后，用‘快
赔’的车主会越来越多。”

市交警二大队副中队长刘沛
海说，走进快速理赔西部服务中
心，就能看到多处快速理赔的流程
介绍，下一步还制作“快赔手册”，
方便市民了解快速理赔和走快速
理赔程序。

“在市区的西部以及北部，平
均每天能发生几起至十余起轻微
交通事故。”刘沛海说，目前，许多
车主不是很了解，一些车主不习惯
走“快赔”程序，“这需要一个过程，
也需要时间，习惯了就好，我们也
会鼓励车主走‘快赔’程序”。

本报记者 钟建军

头条链接

春季高考
也有分数段排名

6月30日，有家长询问为什么
只有夏季高考的分数段排名，而没
有春季高考的分数段排名，好几万
春季高考考生的志愿也不好报啊！

记者从某高校招办了解到，今
年春季高考的分数段排名或将在7

月中旬给出，届时家长也可参照春
季高考的分数段表进行志愿填报。

根据《山东省2014年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录取工作意见》介绍，春
季高考提前批，是根据考生文化成
绩和招生计划单独划定文化录取
最低控制线。

本报记者 张晶

不服从调剂
要慎重填写

近 日 ，本 报 高 考 Q Q 群
(221919441)有众多家长咨询填报
志愿是否服从调剂的问题。一位文
科考生家长咨询：如果第一志愿学
校分数满足，而专业分数或要求不
满足，并且填报不服从调剂而不满
足未录取专业要求时，会被退到下
一批次，是啥意思？

据了解，考生的分数达到了学
校的提档线，就会被该高校提档。
如果考生分数未达到自己报考志
愿的录取分数线，选择服从调剂，
就有可能被分配到其他录取分低
的专业，至少是被该学校录取了。

如果，分数不够原报考学校专
业的分数，又不服从调剂，最终该
学校不能录取，从而造成退档，有
可能落榜。

本报记者 刘清源

你问我答

本报6月30日讯(记者 秦
雪丽 ) 6月30日，为期四天的
夏季车展画上圆满句号。此次
车展，共售出3599台汽车，人流
量达1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
长50%，在汽车市场低迷的形
式下强力推动了烟台汽车的销
量。

据了解，6月27日，夏季汽

车惠民促销展在烟台国际博览
中心室外广场开幕，展会为期
四天。本次车展优惠力度很大，
一些商家甚至推出最高优惠
40000万元的让利，现场的促销
广告格外引人注意，组委会一
位工作人员介绍，上半年，一些
车商销售任务完成得不理想，
都想趁这个节点进行冲量，让

利换量成为不少车商的选择，
也正因此，现场优惠力度很大。
市民也从中赚到不少实惠，一
位参展市民王先生介绍，最近
他准备买辆私家车，之前在各
大4S店逛过多次，“经过对比发
现，车展上的优惠确实很大。”
王先生说，最终，他预订了一款
德系车。

车展对于烟台市民来说，
已经成为一道必不可少的视觉
大餐。据了解，2014烟台一年一
度的大型车展——— 烟台第十届
国际车展将于9月11-15日在国
际博览中心盛大启幕。有室内
室外展，展位面积6万多平方
米，现场将有100多个品牌参
展，豪车名模，不容错过。

夏夏季季汽汽车车惠惠民民促促销销展展共共售售出出33559999台台车车
接待人流量达1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50%

本报6月30日讯(记者 张
晶 ) 本报平面高招汇推出第
三季，6月30日上午山东工商学
院与本报高考交流群内的家长
在线互动，今年文理科军检线
以上报考山工商希望很大，而
山工商的优势专业近三年的录
取分都在一本线上下浮动，家
长和考生可作参考。

据山东工商学院招办主任
马增介绍，2014年山工商本专

科计划招 5 0 0 0人，其中本科
4600人，专科400人。专科计划
为中外合作专业，全部投档在
省内；本科则在省内投放了
2545个计划。

据介绍，今年主要有三个
变化，新增投资学专业；新增两
个校企合作项目；新增380个春
季高考计划，“投资学也属于财
经类专业，还是突出我校是个
财经类院校的特点，个人预计
今年投资学专业招生会比较火
爆。”马增说。

“我家孩子理科生考了
556，排名是85000名，能进贵校
的会计专业吗？”一名家长在群
里提问，不少家长对照自己的

分数提出了类似问题，马增说，
超过一本线分数的考生报考会
计专业录取几率较大。

根据往年的录取情况分
析，今年文理科考生分数达到
军检线以上报考山工商，被录
取的希望很大。根据去年的录
取分数看，2013年文科本科二
批录取最低分数线为545，理科
为507。

按照山东省招考院公布的
2 0 1 4年本科一批分数线文科
579，理科572，今年军检线为文
科554，理科547。

然而，作为省内热门财经类
院校，山工商每年的热门专业录
取情况也比较火爆。不少家长想

让孩子报考学院的财会类专业，
但是不知道分数够不够。

对此，马增介绍道，会计
学、金融学，财务管理，国际经
济与贸易等都属于学院的优势
特色专业，这些专业近3年在山
东省的录取分数都在一本线附
近或者超过一本线。

此外，对于家长关心的转
专业问题，马增解释，新生入学
满一学期后，符合学院学籍管
理规定的，可以申请转专业，而
且，学有余力的学生在大学第
四学期可以申请辅修第二专业
第二学位，建议大家报考双学
位，这样之后无论是考公务员
还是选调生都会多一个选择。

过过了了军军检检线线，，报报山山工工商商希希望望很很大大
财经会计等热门专业录取分数都在一本线上下

平面高招汇

6月30日上午，道路交通事故快速理赔西部服务中心正式挂牌
并启用。 本报记者 钟建军 摄


	J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