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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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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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城市市低低保保农农村村五五保保新新标标准准出出炉炉
自2014年10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一年

芝罘区设立首个

务工人员休息亭

本报10月15日讯(记者 王永
军 ) 15日，记者从芝罘区城管大
队了解到，为了对马路劳务市场进
行管理，给务工人员提供一个休息
场所，芝罘区首个务工人员休息亭
亮相大海阳路。

在大海阳路与华丰街交叉路
口处，有一个崭新的务工人员休息
亭。有不少务工者坐在里面等待主
顾。

说起修建的初衷，芝罘区城管
大队的工作人员说，是为了对马路
市场进行管理，同时给务工人员提
供服务。

以往对于马路劳务市场城管
执法主要是采取清理取缔的方式
去管理，但以“堵”的方式进行整
治，效果不理想。

城市“面子”和市民“饭碗”究
竟如何平衡，芝罘区城管大队进行
调研和论证后，一个务工人员休息
亭的雏形形成。经过后期设计，选
址后于国庆节期间完成建设投入
使用。

据介绍，在休息亭设置完成的
基础上，芝罘区城管大队还将进一
步完善相关配套服务设施。同时，
在大海阳路先行试点后，将在其他
散工劳务市场逐步进行推广。

烟台口岸严查

多肉植物入境

本报10月15日讯(记者 王永
军 ) 近期，烟台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工作人员在海港旅检通道连续
三次截获多肉植物(带土壤)近万
株，约200公斤，采样送实验室检出
小杆线虫、茎线虫属线虫、矛线线
虫属线虫三种有害生物，依法进行
了退运处理。

为进一步规范进境多肉植物
监管，烟台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旅
检大厅摆放《出入境旅客携带物检
验检疫须知》供旅客取阅，利用滚
动显示屏滚动播放有关出入境检
验检疫法律法规，在旅检通道显著
位置张贴宣传材料。

此外充分利用重点旅客人群
随机抽查、“一机两屏”、检疫犬等
有效手段，提高禁止入境携带物检
出率。

与海关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
形成防控非法携带物入境的联合
防线。对心存侥幸企图携带我国禁
止携带物品入境的人员依法进行
现场处罚。

本报10月15日讯 (记者
李楠楠) 15日，烟台经济技术
开发区举行建区30周年新闻发
布会，集中展示了30年来开发
区如何从一个满眼盐碱地的小
渔村成长为一座现代化文明滨
海新区。

15日上午，烟台经济技术
开发区在行政中心第四会议室
举行建区30周年新闻发布会。

据介绍，烟台经济技术开
发区1984年10月20日经国务院
批准成立，是全国首批14个国
家级开发区之一。

“后沙旺地儿荒，十里不见
几个庄，黄沙从秋刮到春，提来
咸水洗衣裳……”这首在烟台
民间流传的俗谣，是对1984年
烟台开发区最好写照。1985年
12月20日，烟台经济技术开发

区成立的第一家合资企业———
烟台亚东标准件有限公司举行
开工典礼。随后，正海电子、富
士康、上海通用等一批行业巨
头相继落户。

如今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已成长为对外开放的龙头，全
区累计注册工业企业近3000

家、外商投资企业1300多家、世
界500强项目73家，成为了全国

重要的汽车工业基地、电子信
息产业基地和装备制造业基
地。

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市的
发展。截至目前，几大城市综合
体项目基本都已开工建设。此
外磁山地质公园、张裕葡萄酒
城、中南风情小镇等一系列旅
游项目，将成为烟台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第三产业新的亮点。

昔昔日日小小渔渔村村，，今今变变海海滨滨新新港港城城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昨举行建区30周年新闻发布会

本报10月15日讯(记者 刘
清源) 近日，市政府发布《关于
调整全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

农村五保供养标准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对全市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和农村五保供养标

准进行调整。要求各县市区要
按照调整后的标准及时将符合
条件的困难居民家庭纳入保障

范围，落实保障待遇，确保应保
尽保。《通知》自2014年10月1日起
施行，有效期至2015年9月30日。

本报10月15日讯(记者 刘
清源) 据了解，自2014年11月1

日起，烟台失地农民也将按照城
市低保标准纳入保障范围。

近日，烟台市政府发布《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
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将失地农民按照城
市低保标准纳入保障范围，并逐
步缩小低保标准城乡差距。并把
家庭财产纳入低保认定条件。

《意见》中指出，对城乡居民
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城乡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家庭成员因
患重大疾病以及突发性重大灾
害或事故等造成长期刚性支出
过大6个月内未获得其他社会救
助的特殊困难家庭，逐步纳入城
乡低保范围。本市农村常住户籍
居民和外来转移人员在本市城
镇长期就业和生活、有固定住所
且家庭应缴社会保险成员均连
续缴纳社会保险分别满2年和3

年以上的，可以在居住地申请城
市低保待遇。

各县市区要按照差额补助
原则，根据调整后的标准补足低
保金，确保补助水平达到低保标
准60%以上。对于城镇社会“三
无人员”，要按当地城市低保标
准的150%给予分档补助的县市
区，要确保因病、因残等无劳力
特困家庭补助水平不低于差额
补助水平。

本《意见》自2014年11月1日起
施行，有效期至2019年10月31日。

失地农民11月起

纳入城市低保

城市低保和农村五保供养标准

单位名称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元/人/月）

农村五保供养标准
（元/人/年）

城市 农村 集中 分散

芝罘区 520

福山区 520 270 7400 4200

莱山区 520 290 7600 4300

牟平区 520 260 6900 3900

龙口市 540 290 7600 4300

莱阳市 420 220 5500 3200

莱州市 520 270 7300 4100

蓬莱市 520 280 7300 4100

招远市 520 280 7300 4100

栖霞市 380 220 5000 3000

海阳市 490 250 6400 3700

长岛县 520 280 7500 4300

烟台开发区 550 360 8900 5300

高新区 520 330 9000 5400

昆嵛山保护区 520 260 6600 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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