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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原原料料到到市市场场，，葡葡萄萄酒酒将将““全全标标准准””
全国酿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葡萄酒分技术委员会成立，秘书处设在烟台

葡萄酒标准

应与国际接轨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莫言) 葡萄酒
好喝，葡萄酒的标准你又了解多
少？22日，全国酿酒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葡萄酒分技术委员会(以下
简称“葡萄酒分委会”)在烟台成
立，作为一个技术组织，葡萄酒
分委会将在标准方面助推葡萄
酒行业发展。

“这个委员会的成立，历经
了大约四年时间，可谓是一个
艰难的过程。”会上，中国酒业

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琦介
绍，目前全国酒行业进入调整
期，从 1 0 月、1 1月的统计数据
看，白酒行业在利税、销售额等
方面都在下降，一些企业甚至
出现亏损，“好在葡萄酒已经走
过寒冬，自今年8月份后开始慢
慢回暖。”

相对于市场景气时，调整期
做好标准工作，对葡萄酒行业发
展尤为重要。王琦说，相对于葡
萄酒行业的发展，有关葡萄酒的

标准有些滞后，比如目前执行的
主要是卫生标准和理化指标，针
对的也是终端产品。

“今后将从田间地头的葡萄
酒原料到进入流通市场，都要制
订相关标准。”王琦说，成立葡萄
酒分委会，就是要全方位服务葡
萄酒行业，除了研究酿造、产品
质量的技术专家外，还将吸纳一
些葡萄种植人才及市场营销人
才。

值得一提的是，葡萄酒分委

会的秘书处设在烟台。“作为主
产区，烟台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国家葡萄酒及白酒、露酒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主任朱济义说，
烟台有100多家葡萄酒企业，拥有
国家级的葡萄酒检验中心，有研
究葡萄酒的高等院校及专家队
伍。

据了解，葡萄酒分委会由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
是全国酿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下属的葡萄酒行业领域内从事

全国性标准化工作的技术工作
组织。第一届委员会由27名委员
组成，委员均为全国各地知名的
葡萄酒行业专家。

葡萄酒分委会成立当天，来
自全国的酒行业专家还对烟台
的树莓酒进行了品鉴。来自全国
的26位专家对山东黑尚莓公司生
产的“欧洲红”、“哈瑞太兹”和

“女人花”三款树莓酒产品进行
了专业的感官质量品评，并分别
打出了好成绩。

冬冬至至到到，，吃吃水水饺饺

“确实应该加强葡萄酒标准的
建设。”会上，不少葡萄酒行业专家
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北京农学院食
品科学与工程学院主任李德美说，
葡萄酒是一个国际竞争的行业，国
标一定要和国际接轨，这样有利于
规范葡萄酒的发展，也利于增强国
产葡萄酒的竞争力。

“根据国内标准，葡萄酒允许
使用二氧化硫，但问题来了，国内
生产二氧化硫的企业没有标准可
依，企业只能选择进口，无疑增加
了成本。”另一位专家说，业内一直
在推年份酒，但什么样的酒算年份
酒，都没有标准可依。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副
主任说，之前的一些标准进行了调
整，葡萄酒现在陷入没有微生物标
准的尴尬，“目前正在吸纳各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研究制订关于葡萄
酒的卫生规范。”

本报记者 秦雪丽

本报12月22日(记者 李静
李凝) 12月22日是二十四节

气中的冬至，民间有吃饺子不冻
耳朵的说法。在这一天，饺子皮、
速冻水饺销售火爆，有的面食店
老板从早上5点开始忙，只做饺
子皮仍然供不应求。

22日上午11点半，记者来到
芝罘区环山路勺园挲饺子馆，小
店坐满了顾客，还有陆续来店打
包的市民。老板任松竹告诉记
者，“今儿冬至，吃饺子的人会特
别多，五六天前我们就开始准备
了。”他说，平时店内一天的销量
大约就数十盘，而冬至当天就能
达到200多盘。虽然销售火爆，但
饺子价格与平日无异。

““菜菜刀刀老老师师””的的公公益益路路，，周周立立波波也也伸伸援援手手
本报记者 陈莹

22日晚上7点30分，在山东
工商学院艺术中心，戴着眼镜、
剃着平头的“菜刀老师”刘寅亮
相“高校微公益计划：‘菜刀老
师’刘寅公益分享及民谣弹唱
会”，为27日本报与躁动社·中
国 联 合 主 办 的“ 不 止 是 希
望——— 公益音乐节”拉开了热
场序幕。当天下午3点多，本报
记者赶在“菜刀老师”登台前对
他进行了专访。

齐鲁晚报：你被人熟知是
在《中国达人秀》的舞台上，能
聊一聊之前的你吗？

“菜刀老师”：我的父母都
是下岗工人，因为生活的各种
奔波吧，很少有时间管我，我初
中毕业就辍学了。后来，我去当
过兵，做饭店服务员，在各个城
市做流浪歌手。

齐鲁晚报：做支教老师改
变了这一切？

“菜刀老师”：是的，是孩子
们，他们的世界太单纯了，你也
会跟着变得沉下来。让孩子吃

上肉，其实是我在支教第二年。
我不希望是捐助，我希望能保
护孩子们的尊严。于是，我自己
做了一个光盘，去丽江的街头
贩卖。每个周五，我和老师骑4

个小时的摩托车去县城，然后
再坐8个小时的车去丽江。周六
卖一天光盘，我周日赶回县城，
给孩子们买肉。

齐鲁晚报：尼勒觉小学的
校舍在不久前建起来了，下一
步有什么计划？

“菜刀老师”：建校舍花了
40万元，里面有捐助的，还有以
我个人名义借的10多万。但校
舍建起来仅仅是一个方面，像
孩子们的桌椅、学习用具、住
宿……这些配套都是要在接下
来一步步完成的。

齐鲁晚报：周立波对你的
帮助不小吧，能聊一聊电视外
的他吗？

“菜刀老师”：不仅是周立
波老师，还有他的太太。2011

年，我上过《中国达人秀》后，周
立波老师将我叫到了休息室，
他问我：小伙子，你说的大拉坝
学校的事是真的吗？你敢不敢

接受我的调查？我说，行！
当我做完节目，从上海返

回大拉坝后20多分钟，周立波
团队的“调查团”就到了。很快，
我接到周立波老师的电话，问
我需要什么，我告诉他需要一

些被子、衣服等。没想到，一个
月后他真的带着两大卡车的物
资来了，还躲过了当地政府和
媒体。周立波老师是个特别感
性的人，仗义，他看到孩子们，
当时就哭了。

烟烟台台众众学学子子奥奥赛赛中中获获佳佳绩绩
虽奥赛获奖考生不再有高考加分资格，但在自主招生中仍占优势

烟台投入千万元

助力电商发展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王永
军 通讯员 于希明) 21日，记者
从烟台市财政局了解到，为做大做
强烟台果品电子商务平台，投入财
政资金1000多万元，扶持烟台市果品
总公司的物流链和储藏保鲜库建设
及设备购置等，加快创建电子商务
平台，平台预计明年正式上线。

为进一步拓宽果品销售渠道，
烟台市果品总公司建立了“烟台苹
果网”，目前已有100多家企业在网
上销售苹果。

预计明年电商平台建成后，将
吸引烟台市优势企业及专业自营
电商，形成网商联盟，逐步实现果
品产业电子商务价值链的组合，促
进全市果品产业向规模化、标准
化、信息化发展。

烟台苹果“牵手”淘宝

4天卖出数万单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李静)

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刚忙完
“双12”的烟台果品电商又开始忙
碌平安果的销售。近日，有果品合
作社与淘宝网联合推出淘金币和
淘抢购销售平安果，活动进行4天
便成交了数万单。

“烟台苹果本身就很受欢迎，
如今又赋予‘平安’的含义，单个苹
果最高卖到99块钱。”栖霞市柏军
果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徐柏军告
诉记者，合作社联合淘宝网推出的
淘金币和淘抢购，从17日-20日期
间，在网站主页首推烟台苹果，成
交数万单，烟台苹果系列产品的销
售额达到了200万元。

据了解，淘金币是淘宝网的虚
拟货币，可以在淘金币平台上兑换
商品。而淘抢购是手机淘宝上一个
打折促销产品，买家参与活动，将
会得到很多实惠。

相关新闻

“ 菜 刀
老 师 ”刘 寅
在山东工商
学院同大家
分享他的公
益 道 路 。
躁动社供图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李楠楠 ) 上周，高考新政频
出，其中规定2015年1月1日起，
取消奥赛获奖者等6项全国性
加分项目。记者走访烟台各高
中了解到，虽然高考取消了奥
赛加分，但自主招生仍然青睐
奥赛成绩。

上周，教育部等多部门下
发文件规定，按照教育部高
考加分新规，获得全国中学
生 奥 林 匹 克 竞 赛 全 国 决 赛

一、二、三等奖的考生，不再
具备高考加分资格。22日，记
者采访了市内多所学校了解
到，目前全市的奥赛获奖者
不在少数。

“奥赛考试一般是在高二
下学期和高三上学期进行，目
前我们学校高三级部获得奥赛
奖的学生不少。”烟台一中一位
老师告诉记者，在9月举行的第
31届全国中学生物理学奥林匹
克竞赛山东赛区复赛中，烟台

一中有8名学生获得山东赛区
一二等奖，在最近刚结束的全
国信息学奥赛中，烟台一中13

名参赛选手全部获得全国奖
项。

另外，记者了解到，莱州一
中也有10名学生获得信息学奥
赛全国大奖，其中一名一等奖，
9名二等奖。

“参加奥赛的学生一般都
很优秀，说实话加不加20分，他
们都能考上名校。”烟台一中一

位老师说，之前学校就有很多
同学获得了奥赛加分资格，但
基本没用上。

取不取消奥赛加分，“学
霸”们无所谓，而对一般学生来
讲，后面的自主招生，奥赛成绩
仍然有用。

“奥赛获奖者在自主招生
方面还是很有优势的，不少学
校在自主招生时都把奥赛获奖
作为一个重要条件。”烟台二中
一位老师说。

22日，在福山区张格庄镇王宝莲家中，一家人吃着饺子，迎接冬至。 特约摄影 孙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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