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谷山茶业今年研制两款新茶

新新上上市市槐槐花花茶茶受受到到白白领领青青睐睐
本报 5 月 29 日讯 (记者

李清 ) 圣谷山茶业今年研制
生产的山东首款槐花花茶，收
到了较好的市场反馈。记者从
圣谷山茶业获悉，今年该企业
主力开发两款新茶——— 槐花花
茶和东方美人茶。目前东方美
人茶正在开发研制中，预计今
年秋季上市。

今年，圣谷山茶业与山东
茶叶科学研究所合作，将自己
的绿茶与野生槐花结合，制成

槐花花茶，取名“怀乡”。据了
解，这是继自主研制茉莉花茶
后，圣谷山茶业研制出的又一
款花茶。圣谷山茶业总经理高
建华介绍，槐花花香恬淡幽静，
槐花花茶的研制更多是为了寄
托城市人对于传统美食的怀
念，故取名“怀乡”。五月份，这
款槐花茶已经上市，受到城市
白领的欢迎。

圣谷山茶业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他们正在研制另一款

新茶“东方美人茶”，茶叶工艺
正在积极探索当中。但从已经
制作出的成品来看，圣谷山茶
业总经理高建华对东方美人茶
信心满满。据悉，该款茶叶将于
秋季上市。

据介绍，东方美人茶是一
类台湾独有的名茶，其发酵程
度较高，一般为 60%-85% 。东方
美人选用被小绿叶蝉咬噬过的
鲜叶制作而成，经过绿叶蝉咬
噬过的鲜叶会自行分泌一种保

护性的物质，进过加工炒制后
具有独特的香气。目前日照有
几家茶企也在积极探索这款茶
叶的工艺，但与研究机构合作
制作的只有圣谷山茶业。据介
绍，目前选取小绿叶蝉咬噬的
鲜叶是难点。

自今年第一批日照露天春
茶开始采摘以来，圣谷山茶叶
捷报频传。今年 4 月 4 日，位于
日照甲子山上的圣谷山有机茶
园内，福鼎大白茶树率先吐绿。

当天圣谷山茶业成功炒制出日
照第一批明前茶，终结了日照
茶叶没有明前茶的历史。

圣谷山茶业 2 0 0 8 年开始
研制日照红茶，2010 年开始制
作高档花茶——— 鲁冰花，今年
研制成功的槐花花茶是鲁冰花
系列的又一力作。

目前，圣谷山茶业以北方
绿茶为主打，以红茶、花茶为外
延的综合性发展路线已经形
成。

日照茶企组团走进威海茶博会

1111 家家茶茶企企 44 天天交交易易额额超超 1100 万万元元
本报 5 月 29 日讯(记者 李

清) 5 月 23 日，日照 11 家日照
茶企组团走进威海市茶博会，推
销日照高档绿茶，持续四天的展
会时间里，交易额超过 10 万元。

“日照茶企主要的销售市场
是省内，我们除了在济南和潍坊
茶叶市场定点推介外，其他地市
也有一定销售份额，这次来到威
海才知道日照绿茶这么受欢
迎。”一位参加威海茶博会的茶
企老板说，威海市茶博会上，他
带去了自己企业刚加工的 70 多
斤春茶，很快就销售一空。在威
海期间，他还与当地多名茶叶销
售商达成合作协议，共谋发展。

多家参展茶企负责人都十
分看好威海市场。据悉，四天展
会，日照茶叶交易额超过 10 万
元，以高档日照绿茶为主。“并且

威海市场离东北很近，饮食作息
也接近，我们商议也可以开拓东
北市场。”一家茶企负责人说。

目前日照茶企的脚步已经
遍布全国各个茶类展会。而茶企
也由最初的单枪匹马独闯市场
到如今组团出击。很多茶企负责
人表示，团结是日照绿茶在市场
低靡期最有效的自救措施。未来
会有更多茶企加入这一组团闯
外地市场的行动。

日照绿茶第一轮春茶采摘
已经结束，大多数茶企的高档日
照绿茶生产期也已结束，开始迎
来中档茶和日照红茶的生产期。
此时日照绿茶组团进军其他地
市茶叶展会，被认为是“再合适
不过的机会”。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日照茶
行业协会组织，这是继 2013 年

10 月该协会组织日照 14 家茶企
进京，参加北京国际交易博览会
后第二次参加外地展会。

日照茶行业协会会长王子
春说，根据规划。日照市茶行业
协会会组织茶企每年参加一至
两次大型展会，继续开拓市场，
打造日照绿茶知名度，塑造全国
知名品牌。“日照绿茶质量很好，
需要策划和推介，我们力主打造
茶企平台，让更多茶人受益。”他
说。

2013 年 8 月，为了更好为日
照茶企服务，日照茶叶商会改组
为日照市茶行业协会，会员企业
由 60 多家增加到 80 余家，副会
长单位由 6 家变为 12 家，日照茶
企组织首次有了自己的办公场
所，并增加了帮助茶企贷款等职
能。

展会现场，不少威海市民咨询日照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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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润名媛美容俱乐部

位于五莲路城市花园南区
北门东侧，是全国连锁美容养
生机构，十二年以来一直致力
于美容与养生的研究与探索，
专业为养生健康美丽事业服
务，凭借精益求精的技术理念
与尽善尽美的服务标准，赢得
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与赞誉！

该店一直结合肌肤检测+

保养服务+产品提供的一站式
服务不断提升美丽水准，秉承
顺应自然，通、调、排、养的一贯
理念，为每一位贵宾制定专属
的全方位肌肤保养与养生解决
方案。凡进店有惊喜哦！

止脱生发

位于海曲西路银座东辰广
场对面，医圣堂全国连锁专业治
疗脂溢性脱发，斑秃，全秃，产后
脱发，久治不愈脱发，白发转黑，
眼眉稀少，头屑头痒，头油。

7 天止脱，15 天生新发，30

天白发开始转黑。只要毛囊没
坏死没闭合均可再生新发。免
费试用，见效付款。

大自然弹性推拿

位于泰安路舒斯贝尔花园
西 100 米，采用日照唯一弹性推
拿疗法，不针灸、不拔罐的西医
推拿。针对颈椎病、腰间盘突
出、腰肌劳损、膝关节退行性病
变等慢性疾病彻底根治，疗效
显著。推拿 5 次送 1 次。欢迎来
访，祝您身体健康！

海豚湾美甲

位于女人世界一楼女主角
服装店内，海豚湾美甲店是日
照唯一一家全国连锁美甲店，
该店特推出优惠大酬宾活动，
原价 30 元美甲套餐持本报仅需
9 . 9 元。

花妃美容冰点脱毛

位于海曲中路山孚大酒店
对过，该店以脱毛为主，主打冰
点无痛脱毛，现巨资引进半导

体激光无痛脱毛机，是目前顶
尖的科技脱毛设备，安全、快
速、无痛，永久祛除全身各种深
浅粗细毛发。成功脱毛 14 年，专
一更专业。现推出优惠活动，唇
部脱毛 6 折。

姚大夫美容院

位于威海路妇幼保健院北
20 米，巨资引进先进仪器。推出
经典项目：冰电波拉皮机祛除
皱纹、拉紧皮肤、瘦脸；激光色
素治疗仪当场提取雀斑 5 元一
个、老年斑、黄褐斑；祛痘、祛除
疤痕。(特价韩式雕眉 118 元，无
痛洗眉 98 元)

兰大夫问题皮肤修复

位于正阳路 81 号同仁堂对
面，专业针对青春痘、痤疮、痘
印、痘坑、过敏脸、激素脸、红血
丝、各种斑、毛孔粗大等皮肤问
题，三位一体治疗，诚信保证，
签约修复，拍照为证，无效退
款。凭本报进店，可免费治疗一
次。

老王牙科诊所

位于泰安路市医院北门对
过，老王牙科分店开业之际，特
推出优惠活动。每天前 3 名洗
牙患者一律免费；每天前三名
镶牙患者，镶三颗送一颗；种植
牙预约可享八折优惠。

东港文慧牙科

位于济南路与威海路交会
处东 200 米路北 ,原雅美口腔 ,是
日照市卫生部门经过严格审批
的一家专业口腔医疗机构，设
备先进 ,技术精湛 ,环境温馨。主
要治疗项目有牙髓治疗、无痛
拔牙、种植牙 ,牙齿修复 ,牙齿美
白，各种牙齿不齐的矫治等。

福平牙科

位于望海路舒斯贝尔商业
街东港区医院西 200 米路南，治
疗项目包括各种疑难牙病，牙
齿不齐正畸，义齿种植修复等。
该店拥有一只技术力量雄厚，

临床经验丰富的牙医队伍。他
们大都有过在全国著名的口腔
专科医院工作学习的经历，累
积了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理
论知识。他们采用最大程度的
无痛治疗，尽量降低您在治疗
过程中的不适。

康复推拿

位于海曲中路友谊医院南
50 米，可进行针灸、艾灸、推拿、
偏瘫、康复、复位、拔罐等，主治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肩周
炎、骨质增生、类风湿性关节
炎、腿就扭伤等，效果显著。

康平推拿

该店位于兴海路凌云家电
城东 66 米，是一家专业从事推
拿的老店，主治颈椎、腰椎疼
痛、椎间盘突出症、肩、膝、踝关
节综合症、扭伤引起的肌肉酸
痛等，腰椎、颈椎突出，一次即
可见效果。

美康中药美容院

位于正阳路中段百货大楼
西门对过，主治粉刺、痤疮、扁
平疣、酒渣鼻、祛痣、祛雀斑，各
种粉刺、点痣坑增生或凸陷、疤
痕、烧烫伤疤痕。1 7 年专业老
店，签约治疗，无效退款。

康而福保健苑

位于泰安路中级人民法院
对面，以培训专业刮痧师和保
健为主，学员随到随学，结业后
颁发劳动部统一的中级保健刮
痧师证书，中心有多种病例可
供学习，感冒、失眠、关节病、各
种疼痛病、妇科病等。

享妍精英美容养生馆

位于威海路金海岸小学北
150 米，主营美容美体、养生足
疗、生发养发等项目。

现推出电动微针时光飞梭
抗衰术，改善皮肤质感。只需 38

元即可享受价值 98 元 72 小时玻
尿酸补水一次、68 元养生足疗一
次、128 元肩颈放松保养一次。

海·贝儿精致儿童摄影

位于望海路中医院西 300

米路南，采用流行的韩式实景及
英伦风，十余年拍摄经验的专业
摄影师主拍，加上专业的引导技
巧，记录宝宝真实可爱，时尚的
童年记忆。

纹丽演出服

位于秦皇岛路华美大酒店
路西 500 米 ,专业定制出租各式
新款主持人服装，合唱服，舞蹈
服及各式演出服饰。

量身定制婚纱礼服、新娘
服，承接各演出单位的租赁定
制，量大价优。

快乐精灵创意照相馆

位于海曲中路山孚大酒店
斜对面，在这里你就是自己的专
属摄影师，各式风格通通自己搞
定！不限人数，不限张数，尽百套
服装、道具免费用，也可自带漂
亮衣服，底片全送！赶快带上你
的闺蜜、打包你的男友，来导演
自己的时尚大片吧！

雷石演出器材

位于济南路信合苑沿街，主
要承接舞台、灯光、音响工程，智
能公共广播，会议系统工程设
计，安装调试；承接大型演出活
动，租赁各种音响、灯光设备。

爱亲母婴生活馆

位于济南路与威海路交会
处东 100 米路北，主营孕婴童用
品、奶粉辅食、玩具童车，还有婴
幼儿游泳。现在部分奶粉特价销
售，澳贝玩具 6 折起，部分童装一
件 8 折，两件 6 折。欢迎广大消费
者前来选购。

美国 GEP 干洗

位于泰安路舒斯贝尔花园
沿街，本店秉承“健康环保洗
衣”、“特殊污渍处理”、“高档皮衣
精洗”、“奢侈品皮具护理”和“消
毒杀菌处理”等深受日照消费者
的喜爱。凭本报享受 9 折优惠。

天天高质洗衣连锁加盟

位于济南路新城花园北门，
主营高质洗衣，干洗设备、水洗
设备和洗剂化料的销售与研发，
二手设备的调剂与维修，宾馆、

饭店、医院等水洗房的设计与施
工等，干洗连锁加盟，免加盟费、
培训费。

宝宝乐母婴馆

位于五莲路与景阳路交会
处，一楼为 0-5 岁婴童服装鞋帽、
婴幼儿用品、奶粉辅食、保健品、
玩具童车、孕妇用品等，二楼为 0
-5 岁婴童游泳馆，店内专业泳疗
师让宝宝享受快乐生活。每月 9

号、19 号为会员日，所有产品折
上折，尽享低价。

邦尼皮革护理

位于开发区秦皇岛路电大
北门对过，主营奢侈品(名包、鞋、
皮衣、手表带、皮带、汽车座椅)的
清洗、修复翻新、改色、加香、助
柔、五金件腐蚀还原、去黄、去染
色、护理、保养等业务。专业清
洁，专业皮具护理，最全的服务，
最低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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