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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果蔬蔬会会上上““烟烟台台产产””越越来来越越有有范范
第十四届果蔬会昨落幕，品牌、特色、安全成烟台果蔬发展新趋势

展会最后一天

市民忙着“淘宝”
本报9月28日讯(记者 代曼) 本

打算只买两包茶叶，结果逛完一圈一
下子买了8大包东西花了1000多元。果
蔬会最后一天，商家展销的“宝贝”开
始大甩卖，引得不少市民“抢破头”。

“东西齐全质量好，赶在要结束
买能便宜不少。”65岁的崔玉英告诉
记者，展会第二天她就来“踩点”了，
先过来看看有啥好东西，等到最后一
天再买。临近上午10点，她才和老伴
胡世强进了展会的门，正好赶上展销
商撤摊甩货的时间点，“买东西不用
着急，晚点才能买到便宜的。”正像崔
玉英说的，展区的一个茶叶摊上，50

元一包的茶叶过了上午10点卖40元，
临近中午，直接买一包绿茶送一包保
健茶了。

记者注意到，像胡世强、崔玉英
老两口一样的“展会淘宝族”不在少
数。59岁的刘文书总结说，“果蔬会人
最多的时候是最后一天上午10点左
右，这个时候商家忙着甩货，买东西
忙着砍价，岁数大的都得搭伴来，要
不都能挤倒了。”

唐家洼村“四结合”

提升群众自治水平

本报9月28日讯(记者 代
曼 李静 ) 从起初几届果蔬
会上展销的苹果、黄瓜、韭菜，
到如今展会上的栖霞苹果、牛
奶白黄瓜、有机韭菜，开展了十
四届的果蔬会记录着烟台果蔬
产业的变迁。记者发现，果蔬会
上展示的农产品已由原来初级
产品，逐渐演变到现在的精包
装、特色品牌、有机绿色等产
品。业内人士指出，烟台果蔬产
业已经走出初级，走向精品。

“最开始的那几届果蔬会，
直接把蔬菜摆成一堆卖，再看
看现在，很多蔬菜都装进礼盒
了。”在芝罘区展馆里，芝罘区
商务局外贸科科长江新风说。

“普通苹果越来越没市场了，打
出自己的品牌才是出路。”果蔬
会上牟平一果农告诉记者，随
着烟台苹果名气逐渐打响，不
论是价格还是销量都得到很大
提升，“牌子响亮了，就不愁没
销路了。”

企业想打出品牌，首先是
要让消费者信任和放心。“现在
人们的菜篮子不像以前了，大
家更关注的是安全、放心。”烟
台众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基地

部服务经理王广玉说，做成礼
盒的蔬菜与散卖的蔬菜相比，
附加值增加30%左右。这几年，
不少农民也转变观念，抱团经
营，走合作社、加盟、订单种植
的方式。

“我们直接与农户对接，按
照绿色蔬菜标准给农户直接下
单。”据鼎丰菜篮子直营店店面
经理陈晓燕介绍，他们的绿色
蔬菜安全有保障，价格与普通
蔬菜差不多，有的甚至还低，果
蔬会第二天销售了1000斤，第
三天带来4000斤又遭到疯抢。

农户的营销手段也发生变
化，“这是我们的网站，今年还
开展了苹果文化节。”牟平展区
内一排贴着“中国苹果第一
镇——— 观水苹果”的红将军引
来围观，而做推介的就是观水
镇的纪委书记李峰，村干部做
宣传员也是近年来烟台农业营
销的一个亮点。记者了解到，今
年果蔬会上的“导游”不少是当
地的主管领导，“酒香也怕巷子
深，现在要想办法扩大品牌影
响和开拓营销渠道。”李峰说，
观水的苹果不仅在网上卖，这
两年还办起采摘节、摄影比赛。

农业新科技摆动“环保style”

本报9月28日讯（记者 代
曼） 沼液培植的苹果、听音乐
的草莓、喝牛奶的大枣……果
蔬会上亮相了不少“贵族”蔬
果，因其生态环保又时尚遭到
疯抢。鲁东大学农学院教授董
洪新说，这是烟台新科技农业
发展的成果，“烟台农业不再是
简单的粗放型发展，现在更注
重生态环保和深加工。”

马卓是一家利用太阳能进
行农业种植、养殖的农机厂商
代表，展销第三天他统计发现，

意向客户已有20多个，其中80%

是烟台人。马卓说，这个展会让
他发现，烟台生态农业发展非
常快。果蔬会上亮相的新科技
农业机械也是关注的焦点，重
庆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带来的最
新滴灌设备就引来很多“粉
丝”。国内较为领先的一些农业
科技，如有机种植、无土栽培等
已成不少农民的“看家本领”。
业内专家认为，利用新科技走
生态环保的路子已成烟台农民
创收的法宝。

3天果蔬会“吸金”6 . 7亿美元

28日下午，主题为“绿色、
健康、未来”的烟台第十四届
国际果蔬食品博览会闭幕。在
3天的展会时间里，共有来自
各地的5 . 6万人次入场参观，
达成意向成交额6 . 7亿美元。

作为著名的果蔬之乡和
重要的果蔬生产加工基地，烟
台拥有一大批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和知名产品品牌，现

已形成以农副产品生产、加
工、出口及海洋产品研发为主
导的优势食品产业集群。自
1999年果蔬会在诞生以来，烟
台已经成功举办了14届。时至
今日，果蔬会不但已经成为烟
台各类会展中的名牌，更是被
评为全国“最受关注的十大展
会”之一。

本报记者 齐金钊

爱爱心心苹苹果果现现场场促促销销赚赚足足人人气气

本报9月28日讯(记者 王
永军 见习记者 张倩倩)
28日，果蔬会最后一天，本报
“栖霞苹果红齐鲁”爱心公益
活动现场促销赚足了人气。不
少市民纷纷订购，给亲友送心
意的同时也送上了一份爱心。

在本报“栖霞苹果红齐鲁”
爱心公益活动展位前，市民看
到提供展览的85红将军贴字苹
果，纷纷询问如何订购到新鲜
苹果。展览用的这些贴字苹果，

全部来自栖霞市贴字艺术苹果
生产基地。基地负责人史本鹏
还经营着本鹏果蔬专业合作
社，专门致力于苹果产业。

此次活动推出的爱心苹
果，共分为10斤装、20斤装以及
4个苹果的礼盒装。果蔬会上
销售的苹果将全部采用促销
价，10斤装、20斤装的苹果每箱
均便宜10元。即10斤装(85级别)

每箱70元，20斤装(80级别)每箱
110元。不少市民抓住最后一
天，订购成功。

虽然 3天现场促销结束
了，本报爱心苹果继续接受预
订。还有一周左右，新鲜的红
富士就要上市了，市民可以继

续订购。汇聚1元爱心基金，给
需要帮助的人一份希望。在活
动中，市民每购买一箱苹果，
我们就会捐出一元爱心基金，
用于公益事业，给需要帮助的
人燃起一盏温暖的幸福灯。

为了让市民在给外地亲
朋邮寄时减少成本，本报联合
顺丰、韵达等快递公司，降低
运送环节费用，待红富士上市
时，将以最优惠的价格为市民
进行投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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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烟台台太太古古广广汽汽三三菱菱44SS店店盛盛大大开开业业
新帕杰罗劲畅震撼上市！“惠”动全城

9月28日，烟台太古广汽三
菱4S店举行了盛大的开业庆
祝仪式暨新帕杰罗劲畅震撼
上市活动，烟台太古邀约了广
汽三菱新老客户、烟台市各界
媒体、以及广汽三菱厂家领导
共同参加了本次庆典活动。现
场十分热闹，温暖绚丽的舞
台、动听的小提琴演奏让前来
的宾客感受到烟台太古广汽
三菱4S店的热情。

烟台太古广汽三菱4S店
位于烟台市机场路225号。旗下
经营包括新劲炫、帕杰罗劲
畅、帕杰罗V73等广汽三菱全

系车型，并在汽车销售、售后
服务、配件供应、美容装饰、保
险上牌、二手车置换等，拥有
完善的服务体系。新劲炫ASX

是一款集城市驾驶和越野功
能的跨界SUV，以超低的价
格，超高的性价比，自上市起
来掀起了一股“新劲炫热潮”，
广汽三菱新帕杰罗劲畅的上
市更是彰显了“SUV世家”的
至臻魅力，20 . 88万起的价格即
能让您享受专业越野车的风
范！广汽三菱汽车均享受5年
或 1 0万公里超长质保，以专
业、安全、优质的汽车产品，创

新汽车生活，欢迎广大市民朋
友来店赏车、试驾。

开业之际，烟台太古广汽
三菱4S店“惠”动全城！全系车
型超值钜惠，尽享多重开业豪
礼。买三菱来太古，服务有保
障！让您购车无忧！

相关链接

本报讯(通讯员 李焕岩 姜海
涛) 一是与计生政策法规相结合。
二是与利益导向政策相结合。三是与
树立婚育新风相结合。四是与落实优
先优惠相结合。

筹集资金10万元

窑上村建文化乐园

本报讯(通讯员 李焕岩 姜海
涛) 窑上村筹集资金10万元，建成“两
网、三室、一校”文化乐园。“两网”是有
线电视网和远程教育网，全村有线电
视入户率达100%。“三室”是阅览室、康
检室和娱乐室。村里的阅览室有各类
图书10000余册、报刊60种、VCD科技知
识和计生知识光盘600余盘。

目前，村里群众自发组成计生宣
传队、秧歌表演队等，参加人数达100

多人。“一校”是人口学校，开展系列
宣教活动，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生育
观念，勤劳致富奔向小康。

统一村三项措施

促“计生创先争优”
本报讯(通讯员 李焕岩 姜海涛)

今年以来，统一村为稳定低生育水
平、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不断强化便民、利民措施，较好地促进
了创先争优活动的开展。一是抓学习增
本领。制定了“一帮一”制度。二是抓服
务树形象。三是抓评议提满意度。

海阳凤城计生相关新闻

果蔬会闭幕，市民高兴地来“淘宝”。 本报记者 齐金钊 摄

栖霞果农夺冠

在促销现场，本报举办了
几场吃苹果大赛，现场笑料迭
出。

在28日上午的吃苹果大赛
的一组比赛中，成员年龄相差
很大，有大妈，有学生，还有来
自栖霞的果农栾先生。一上场，
栾先生就气势不凡，朝苹果狠
狠咬下去。结果不负众望，冠军
被栾先生摘得。“咱种苹果的吃
苹果也要在行啊！”栾先生笑着
告诉记者。本报记者 王永军

当日吃苹果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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