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苹果白兰地物以珍稀方为贵
与友人小酌，他颇为神秘地说有

私家珍藏的“白兰地”与我们分享。见
实物，“苹果白兰地”，众人笑：“白兰地
应为葡萄酿造，岂会是苹果？”友人不
急于辩解，而后，一场“苹果白兰地”认
知之旅由此开始。

神秘的来客
“在国人的认知中，白兰地是一款

以葡萄为原料的酒类产品，确实，葡萄
制成的白兰地约占白兰地市场九成。”

“但事实上，在白兰地品类中享誉世界
的品类还有苹果白兰地。”

1553年，一个诺曼底人第一次蒸馏
出苹果白兰地。16世纪以后，苹果白兰地
在当地深受欢迎，但直至19世纪才获得
了政府的正式承认。“与葡萄白兰地不
同，苹果白兰地相对稀缺、珍贵，因此国
人鲜见。”友人说。

斟上一小杯苹果白兰地，琥珀剔
透，独特妙爽的口感四溢，原来苹果香
如此美妙。没想到，这瓶标有“祥府庄
园”字样苹果白兰地竟然产自山东烟
台，隶属于吉斯集团旗下祥府酒业。在

座好友无不啧啧称奇。
与香醇近距离邂逅
翌日，与友人驱车直赴烟台牟平“祥

府庄园”——— 苹果白兰地的真正发源地。
很高兴，两位朋友能第一时间品尝到今
年6月刚面市的‘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

“其实，苹果白兰地自诞生至今已
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因技术原因，苹果
白兰地一直与国人无缘。烟台祥府酒业
有限公司出于为国人争光的责任感，利
用优越的地域条件，经过长达三年时间
反复试验，终于功成。”

原来，“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的
制作严格采用烟台生长的十几种晚熟
苹果，把不同甜度、酸度的苹果碾压成
均匀的苹果泥后“休息”几个小时 ,再
榨出果汁并在自然状态下发酵数月后
变成苹果酒，然后按法国干邑白兰地
的制作工艺和检验标准掐酒头截酒
尾，取中馏成分，生产出苹果白兰地。

酒业巧创新，中华傲
“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不仅拥有

独特美妙的口感，更具苹果的香型和

普通白兰地的保健作用，可帮助胃肠
消化、驱寒暖身、化瘀解毒、解热利
尿，并能提高心血管的强度。”工作人
员介绍说，“其采用法国利穆森区域
的橡木做桶贮酒，一是因为橡木质地
坚硬，抗浸泡、耐腐蚀；二是橡木坚中
有韧，透气性好，有利于酒液呼吸；三
是含有鞣酸，鞣酸是白兰地呈琥珀色
的来源；四是橡木属于草香型木质，
其中含有纤维素、木质素和木糖素，
能克服白兰地的爆辣口味，并产生一
种奇香，使酒体陈香、醇厚、和谐。”

如今，“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的
诞生，改写了只有法、美、意等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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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作为发酵蒸馏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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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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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天

19-13℃

多云

微博烟台早知道

今天

17-11℃

晴转多云

0 100 300200

良良 轻轻度度污污染染 中中度度污污染染

今日空气质量预测

重重度度污污染染

据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山东省气象台

明天

21-15℃

多云转阵雨

烟台微信圈子

200多名教师学书法

书协主席亲自教

50

优优

市区高污染燃料

禁燃区改造清单公布

烟台首个企业

人力资源协会成立

交警筹拍公益微电影

现公开招募演员

交警四大队

业务部门下月搬家

无线电普法宣传

走进学校

2005年前的营运黄标车

年底前全部淘汰

记者从烟台市交通运输部门获
悉，全市对黄标车的淘汰工作将进一
步提速，年底前全部淘汰2005年前营
运黄标车，其余营运黄标车明年上半
年也将全部淘汰。

“目前，全市有9000多辆营运黄
标车，市交通运输部门对其建立了台
账，并制定了详细的淘汰方案。”市运
管处技术科科长葛明超说，今年底
前，2005年前的营运黄标车要全部淘
汰，其余营运黄标车明年上半年也将
全部淘汰。

本报记者 蒋大伟

29日，烟台市环境保护工作推进
委员会办公室公布了2014年市区高
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燃用设施淘汰或
改造清单，要求年底前完成淘汰或更
换清洁能源。

根据《烟台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
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要求，
2014年12月底前，烟台市将对芝罘区
中心禁燃区、烟台开发区东区禁燃
区、牟平区北部禁燃区、高新区禁燃
区范围内除城市集中供热(不包括10

蒸吨及以下)外，使用燃煤等高污染
燃料的各种燃用设施进行淘汰或改
用清洁能源。

本报记者 王永军

10月8日起，烟台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第四大队车管所、事故处理、违
法处理、通行证办理等窗口将正式搬
迁，新办公场所位于莱山区学院西路
816号，在原大队西侧。

本报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谷加生 姜波

为警示酒驾危害，预防交通事故，
呼吁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近日，烟
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策划拍摄首部公
益微电影《号儿》，并将于近期开机。现
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演员，招募时间即
日起至10月8日。详情咨询请拨打烟台
交警电话：6297962。

本报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交
警宣

近日，市教育局在蓬莱举办了书
法骨干教师培训班。来自全市的200

多名书法骨干教师参加了此次培训。
培训班邀请了中国书协会员、烟台市
书协主席宁兰智，中国书协会员、烟
台市书协副主席潘英琪、刘恒章，中
国书协会员、蓬莱市美术家协会主席
江仁元等专家进行了现场培训指导。

本报记者 刘清源

9月是无线电管理宣传月，近日，
烟台市无线电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
员再次走进社区、学校和广场，向市
民宣传无线电管理办法。图为工作人
员在烟台五中进行普法宣传。

本报记者 王敏

28日，烟台市企业人力资源协会在
三水国际商务大厦正式挂牌成立，这是
首个市级的人力资源协会，目前有50多
家会员单位，旨在提高人力资源行业水
平。

为进一步优化烟台市人力资源服
务平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浪潮乐金数字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烟
台大悦城有限公司、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烟台市正信人力资源管
理有限公司联合发起成立了烟台市企
业人力资源协会。

本报记者 宋佳

格力“史上最大

价格优惠”国庆读秒

格力本次国庆活动有一个令人关
注的亮点：购买晶弘460多门冰箱，赠送
格力 i酷2匹柜机。格力是空调业的老
大，买空调赠其他产品属于正常，但是
买其他电器赠送格力空调，而且是赠送
格力高端的i系列空调，这算是格力本
次活动的另外一个“非常规”动作。

晶弘冰箱是格力监制，属于格力的
一个副品牌。格力电器对晶弘冰箱的表
述为：晶弘冰箱，格力品质。品质绝对一
流，无论外观还是质量，都属于“高大
上”型的。它不缺质量、不缺市场，唯独
缺少的就是人们对它的认知度。所以这
次格力“史上最大价格优惠”发力晶弘
冰箱，就是让大家首先了解晶弘冰箱，
然后分享。

福山区佛教协会

正式成立

26日，烟台市福山区佛教协会成
立并举行第一次代表会议，全区共48

名代表参加。
会议选举中国佛学院教师、刚刚

获得博士学位的合卢寺方丈悟实为
协会首届会长，王胜田居士、宏海法
师、妙一法师、宽道法师为副会长，李
俊居士为秘书长。

本报记者 刘清源

荣乌高速

路面修补完成

29日下午，随着轸格庄枢纽立交
桥东侧最后一车沥青混凝土摊铺完
成，荣乌高速公路修补工程宣告结
束，预计30日上午实现通车，全力保
证“十一”黄金周全线畅通。

本报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张同舟 迟恒 赵高烽

舞迎国庆

重阳节当天，莱州义工将携爱心
人士举办老年人关爱活动，80岁以上
老人或家属可凭身份证领取鲜奶。

10月2日上午8点，莱州义工将在印
象城南门(剧院路西)举办无偿赠送鲜
奶的活动。本次活动所有鲜奶均由莱
州旭坤综合商行负责人郭洪旭提供。

现场需义工帮忙维持秩序，如您
想参加活动可致电13863863628或
13376456227报名。

本报记者 孙淑玉

莱州80岁以上老人

可免费领鲜奶

临近重阳节，鼎丰助学服务队发起
第二季“老有所衣”暖亲活动，募集9000

元善款，为莱州、莱阳、龙口、栖霞四地
的敬老院和贫困老人捐赠新羊毛衫。

热心人李女士、刘元军及鼎丰助学
服务队队长张圆苹各出资3000元，为孤
寡老人们购置了一大批新的羊毛衫。这
批衣服将分批送给莱州平里店敬老院、
莱阳河洛敬老院、羊郡敬老院及龙口特
困家庭的老人们手中。目前，羊毛衫已
经分发到各地分队义工手中，近期将陆
续送出。

本报记者 孙淑玉

“鼎丰助学”发起

“老有所衣”暖亲活动

烟台建筑行业技能

大赛开赛

29日，2014年烟台市“万兴杯”建
筑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山东商务职
业学院举行，来自各县市区的29名选
手参加了镶贴和砌筑两个项目的比
赛。

本次比赛不止一次强调了“以赛
代训”这个概念，作为“以赛代训”的
一个体现，在这次比赛中获得优秀成
绩的选手，不仅可以获得技术能手称
号，还可以直接晋升技师职业资格。

本报记者 聂子杰

27日，烟台市少年宫成功举办了
“我的妈妈叫中华”庆国庆综艺演出
活动。成长在祖国红旗下的三百多名
孩子齐聚在烟台市青少年宫浪花岛，
为迎接祖国母亲的生日起舞。

本报记者 韩逸 通讯员 王丽

每20分钟全市就有1人

因心脑血管病死亡

烟台市疾控中心2013年统计数
据显示，全市心、脑血管疾病死亡人
数为26630人，50 . 47%的死亡由两者所
致，平均全市每20分钟就有1人因心
脑血管病离世。专家认为，要预防心
脑血管疾病，关键在于改变不良生活
方式和不合理的膳食结构。

本报记者 宋佳

黄金周到海昌鲸鲨馆

看“动物大阅兵”

“十一”黄金周到来之际，为庆祝
祖国65周年华诞，烟台海昌鲸鲨馆内的
动物明星将一齐上阵，上演一场别开生
面的“海洋动物大阅兵”。黄金周期间，
您不妨带上家人朋友，到鲸鲨馆中亲身
感受这场特殊的“阅兵仪式”。

“举行这场海洋动物大阅兵活动，
虽然场地有限，但是我们做到了海、陆、
空俱全。”烟台海昌鲸鲨馆表演部部长
李秀革说，海洋动物方阵的代表是明星
海狮和海象，陆地方阵由身手矫健的杂
技演员们组成，空中动物方阵代表则是
来自亚马逊的金刚鹦鹉。

国庆期间，游客在烟台海昌鲸鲨馆
中除了可以观赏到海洋中最大的鱼
类——— 鲸鲨之外，还将欣赏到来自南美
洲亚马逊河流域的世界最大淡水鱼
类——— 巨骨舌鱼，它们出现的时间比恐
龙还要早，素有“活化石”之称。

通讯员 李锋 管昱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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