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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就想想吃吃一一口口正正宗宗烟烟台台苹苹果果””
外地顾客纷纷致电本报订购，还有不少人讲述了对烟台苹果的感情

本本报报直直供供紫紫心心火火龙龙果果2255日日开开摘摘
电话订购，沾化冬枣和紫心火龙果将第一时间送上您餐桌

本报10月15日讯 (记者
秦雪丽 ) “你们的苹果都是
正宗的烟台苹果吗？我一定要
正宗的。”自本报推出的栖霞
苹果红齐鲁活动启动以来，不
仅受到当地市民的热捧，还广
受外地消费者欢迎，他们纷纷
表示，就想吃一口正宗的烟台
苹果。

15日，日照的李先生致电
本报，说他对烟台苹果早有耳
闻，周边农贸市场和超市尽管
也有卖的，但总担心这些苹果
不是来自烟台，不正宗。

“一定要能代表烟台苹果

品质的，要正宗的。”李先生笑
着说，他是一名吃货，知道烟台
苹果最有名的产区就是栖霞，
所以才打来电话订购。”

同时，本报推出栖霞苹果
红齐鲁活动后，不少读者在打
来电话订购的同时，还讲述了
他们对烟台苹果的感情。济南
一位老人介绍，年轻的时候他
在烟台工作过，每年秋天山头
红彤彤的苹果都让人眼馋，烟
台苹果又脆又甜，而且水分多，
是难得的好水果，那种味道很
喜欢，也很怀念，“就想吃一口
正宗的烟台苹果。”

目前，从订购情况来看，除
了省内客户之外，还有不少北
京、河南、山西等外地客户订
购。

本次活动，我们提供的苹
果全部来自烟台苹果知名主产
区栖霞，活动合作单位栖霞市
新兴果品专业合作社的经理王
焘介绍，所选苹果都是山地种
植，光照充足，口感更佳。另外，
在包装上也特意使用了厚网套
和保鲜膜，在避免长途运输给
苹果带来碰撞、损坏的同时，还
能更好地保证苹果水分。

值得一提的是，本报还将

联合扬子晚报、广州日报、新闻
晨报、钱江晚报共同推出烟台
栖霞苹果红江南活动，让烟台
苹果在红齐鲁的同时，也走红
江南大地。

此外，本次活动将继续做
公益，市民每购一箱苹果，我们
将以购买者的名义捐献1元钱，
作为红苹果基金，捐献给当地
的贫困学校。

目前，正是烟台苹果大量
上市的季节，也是口感最好的
时候，我们的苹果全部来自正
宗主产区栖霞，有需要的市民
赶紧订购吧！

民民博博会会明明天天开开幕幕，，参参展展商商精精心心布布展展
还有人带来了“千年树灵”阿里山桧木

本报10月15日讯 (记者
陈莹) 距离17日上午9点开幕
的山东黄金·2014中国(烟台)民
间工艺品博览会暨第十二届中
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工艺美
术类)评选活动还有2天时间，
各地的参展商们开始紧锣密鼓
地布展。15日上午，记者来到了
烟台国际博览中心，现场不少
心急的参展商早已在展厅里忙
碌起来。

“早上7点上班，门口参展
商家的车都排满了。”15日上
午，烟台国际博览中心安保人
员告诉记者。

在卸货区，来自台湾的参
展商黄女士刚刚卸完货，她神
秘地对记者说：“我带来的可是
被我们阿里山人称为‘千年树
灵’的神木哦！”原来，黄女士所
称的“千年树灵”就是因生长速
度缓慢而珍贵稀缺的阿里山桧
木。

“ 政 府 已 经 禁 止 砍 伐
了。”黄女士介绍说，她们手

中的阿里山桧木可谓取之不
易，都是在阿里山地区遭遇

“天灾”台风时倒下来的阿里
山桧木，经过招标后，才能到
商家手中。

在展厅B区入口处，记者
看到一块写着“免费珠宝鉴定”

的区域。烟台市文联副主席、组
委会副秘书长、宣传部长尹涛
说，为了让大家买到放心、合心
的珠宝，组委会特意请来了烟
台市质监局质检所的珠宝鉴定
专家，“市民们可以先拿着心仪
的珠宝免费做鉴定，确定是真

货了再去付款。”
据介绍，本届民博会将于

1 7日上午九点开幕，共设有
1012个展台，参展范围为各类
民间工艺品、艺术品；参加区域
为28个省市自治区与9个国家
和地区。

本报10月15日讯(记者 齐
金钊 ) 一种是生长在渤海边
黄河冲积平原上的“天下奇
果”，一种是深藏云南红河谷地
中的“热带水果之王”。日前，随
着沾化冬枣和云南紫心火龙果
正式登陆本报南北鲜果“直通
车”，很多烟台市民纷纷打来电
话订购，想要第一时间尝鲜。

说起鼎鼎大名的沾化冬
枣，很多烟台市民在向往它的
美味的同时，很难判断它是否
正宗。市场上经常出现冒充者，

市民往往冲着“沾化冬枣”的名
头去，却买到了冒牌的“李鬼
枣”。

为向市民提供正宗高品质
原产地的沾化冬枣，本报与沾
化县政府独家合作，为读者

“送”来正宗沾化冬枣，所有产
品均来自沾化冬枣原产地和主
产区——— 下洼镇。下洼镇镇政
府承诺承担起冬枣品质的检
验、把关职责，从田间地头采摘
装箱后直接送上市民餐桌。

同时，本报直供的“圣蓓”

紫心火龙果生长在云南红河谷
中，由发源自青藏高原的红河
水滴灌，全年尽享2300小时的
光照，红皮紫肉，鲜甜多汁，富
含高浓度天然花青素，是美容
养生的绝佳水果。

10月25日，最新一茬火龙
果将开始采摘，即日起本报接
受市民订购。这些紫心火龙果
在从枝头摘下的那一刻起便
会迅速筛选装箱，第一时间空
运至烟台，新鲜美味直达您的
餐桌。

三种方式可预订

为了回馈广大客户，今
年省内订户，我们采取包邮
形式。省外订户，需要额外交
付相应的物流费用。

活动苹果规格：
70-75级别混合装(苹果

直径70-75mm)，20斤装，146

元；
80级别(苹果直径80mm)，

20斤装，168元；
85级别(苹果直径85mm)，

10斤装，108元。
此外，市民还可预订90级

别的艺术字苹果。
预订方式有三种：

1 . 可 拨 打 电 话
18769437330、18660568036订
购 ， 订 购 账 户 ：
6013826001013175796(中国银
行烟台东郊支行，姓名：尤
丽)，您可通过网银转账，转账
汇款时请注明：姓名+订购数
量+苹果款；

2 .我们开设了官方淘宝
店，市民只要登录淘宝网，搜
索店铺“烟台农产品之家”(本
报官方淘宝店网址h t t p：//

qlwb-jryt.taobao.com/)网上购
买，足不出户便可给外地的
亲友寄去正宗的栖霞苹果；

3 .您也可以直接到报社
订购，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环
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3室。

本报官方淘宝店二维码

今年全国减产

烟台苹果价走高

1 5 日 ，
烟台国际博
览 中 心 内 ，
参展商正忙
着布置展览
会 场 。 本
报记者 吕
奇 摄

周末跟我们秋游摘苹果去吧

本报10月15日讯(记者 李静)

目前，烟台苹果陆续上市，因为
全国各产区减产，今年的苹果价
格明显高于往年。想吃红富士的
市民，今年要多掏腰包了。

“今年苹果价格高，现在80级
别的果地头收购价已经到4块6了，
85的到了5块2，这还不加分拣、包
装的费用。”牟平区一果蔬工作负
责人告诉记者，80级别的苹果地头
收购价已高出去年同期1 . 4元，85

级别的更高。
“主要是受气候影响，全国各

苹果产区减产，烟台苹果今年春
天套袋数量较去年减少了25%，但
果型比往年偏大，产量持平，综合
全国总产量约减少5%。”烟台市苹
果协会会长姜中武介绍说。

此外，今年的苹果价格高，分
拣所需的人工费用也在上涨，加
上运送中的物流费用，高成本也
是致使今年苹果价格高的原因。

沾化冬枣
一代一级枣120元每盒(2 . 5公
斤装)

一代二级枣100元每盒(2 . 5公
斤装)

二代枣200元每盒(2 . 5公斤装)

云南紫心火龙果
168元每箱(内含8枚，总重约3

公斤)

本报沾化冬枣、紫心火龙果订
购电话：18660095767。

订购方式：

本报10月15日讯(记者 齐金钊) 秋高
气爽，正是出游好时节。除了美丽的秋景，还有

挂满枝头的红苹果等你来采摘。繁忙的工作之
余，何不带上家人、喊上三五好友，去秋季的果园、

山间寻一份休闲惬意的“野趣”。即日起，报名参加齐
鲁晚报采摘团，周末即可前往齐鲁晚报苹果采摘园里
畅快采摘、品尝，尽享收获乐趣。

届时，我们会从市区出发，一路呼吸着秋天野外
的气息，前往“齐鲁晚报苹果采摘园”。

本报苹果采摘园位于栖霞，经过一年的精心
滋养呵护，如今一个个红彤彤的苹果已经压弯

了枝头。无论您是想尝一下自己亲手摘下
的苹果，还是想在果园林间享受一段

惬意的时光，都不要错过。

入园后就可以开始畅快采摘了，除
了亲自将一颗颗红彤彤的果实摘下放入篮
中，还可就地来一顿“苹果大餐”，苹果园内可
免费品尝苹果，带走的苹果将按照每斤8元钱收
取费用。

摘完苹果，享用完午饭，下午2点我们将游览栖
霞著名旅游景点牟氏庄园，在这处北方规模最大的
地主庄园内感受浓郁的胶东民俗。如果此时您仍游
性未尽，晚餐后我们还可以前往栖霞艾山温泉，
在水汽氤氲之间充分体验温泉养生的惬意。

“苹果采摘+牟氏庄园一日游”参考价
格：每人160元。“苹果采摘+温泉养生二
日游”参考价格：每人380元。采摘
团报名电话：1866009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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