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平湖松花蛋
东平湖松花蛋有着悠久的

生产历史。据调查，远在清初，东
平湖沿岸就开设了很多家庭作
坊，加工制作松花蛋，产品畅销
鲁、豫、皖数省。东平湖松花蛋以
个大，风味独特和营养丰富而著
称。敲开这种松花蛋，蛋壳离肉；
蛋白呈古铜色半透明状，形似琥
珀而富有弹性；表面有美丽的松
枝花纹。切开蛋体，蛋黄外圆层
实，硬黄中间有40%左右浓溏心，
但浓而不滴，粘度适宜。初食入
口时，微感苦辣味及腥味，衔后
味美清香，喉咙甘凉，食之不腻，
回味余长，最适宜佐酒，故当地
民间有“没有松花不成席”之说，
是大众喜爱食品之一。

特点：具有色泽光亮、形状
完整、蛋清透明、花纹清晰、层次
分明、油润发光、蛋黄凝聚、溏心
适中、清凉爽口、味美醇香、食而
不腻、回味余长等特点，是宴会
宾客的高级食品。据有关部门测
定，松花蛋含水分69 . 19%，蛋白

质 1 3 . 4 1 %，脂肪 1 2 . 7 8 %，碱度
7 . 18%，灰分2 . 18%。经常食用有增
用食欲、平胆明目、降压清热、开
胃健脾、抑制高血压和血管病之
功效。

东平湖咸鸭蛋
东平湖水质优良，气候温

湿，水生动植物丰富，是优良的
麻鸭饲养场，当地群众有传统的
养鸭习惯。湖养麻鸭不仅产蛋率
高，而且产的蛋个头大，为加工
松花蛋提供了高质量的原料。

东平湖咸鸭蛋个体大，蛋壳
呈白色或淡绿色，破开可见蛋清
雪白，蛋心鲜红，咸制后，油份充
足，咸淡适中，特点：煮熟剖开，
红白相映，质地油嫩，味咸鲜可
口。因系用东平湖麻鸭蛋咸制，
所以又叫“红心麻鸭蛋”。

东平湖粥粉
东平特产粥粉选取东平湖

产优质大豆、莲籽、芡实、菱米、

小米、麦芽糊精等原料，采用传
统工艺与现代绿色食品工艺加
工而成的，是食用兼保健功效的
无污染绿色食品。

东平粥粉含有人体所需要
的多种氨基酸、钙、维生素等营
养成份，具有益肾固精、养心安
神、健脾和胃、平肺舒肝、明目清
心之功效，特别是氨基酸等微量
元素，肯有抑制癌细胞生长、抗
癌防癌之功能。长期饮食东平粥
粉能分健身强体，延年益寿，是
人们健康之本、家庭美食、馈赠
亲朋之佳品。

柳絮食品

山东柳絮集团·泗水利丰食
品有限公司始建于1978年，是以
地瓜加工为主的中外合资企业，
目前总资产达3 . 6亿元，注册资金
1 . 2亿元，占地30万平方米，建筑
面积18万平方米，拥有职工2600

人，其中高、中级技术、管理人员
280人。公司下辖三个精细淀粉
加工厂、八个冷冻粉条(粉丝)加
工厂、一个高新技术产品“柳丝

面”(有机红薯鲜粉条)加工厂，三
个包装车间、三星级柳絮宾舍一
处等18个单位。公司主要产品为

“地瓜净化淀粉、粉条(丝)、有机
鲜食地瓜、有机绿豆、绿豆粉皮
等，年综合生产能力18万吨，为
中国最大的薯类种植加工基地，
产品质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柳絮”系列产品曾先后荣
获国家级金奖、银奖、铜奖。公
司先后被认定为“全国大二型
企业”、“全国乡镇企业创名牌
重点企业”、“全国农产品出国
示范企业”、“循环经济示范企
业”、“首批中国特色产业项目
示范基地”、“中国市场名优品
牌 ”、“ 中 国 粉 丝十佳 名 优 品
牌”、“中国薯类淀粉制品市场
消费者满意第一品牌”、“中国
食品安全放心品牌”、“全国最
佳消费产品”、“全国消费者信
得过的产品”、“中国质量放心、
用户满意产品”、“北京奥组委
推荐产品”、“山东省高新技术
企业”、“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首批山东省诚
信企业”等，是“全国优质红薯
(地瓜 )原产地”，拥有自建“有
机”、“绿色”地瓜基地 3万亩，

“甘薯标准化基地”1 0万亩。公
司已全面通过了ISO9001国际质
量管理体系、ISO14001国际环境
管理体系、HACCP国际食品安
全管理体系、GLOBALGAP全
球良好农业操作规程等认证，
并获得“有机食品证书”。产品
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
80%以上出口，主要销往韩、日、
美、加、新、中东及港、澳、台等

国家或地区，并畅销全国二十
多个省市，。深受国内外消费者
的青睐。

山乡蜂蜜
本次年货大集在售的蜂蜜

均来自青州市王坟镇的青州方
山养蜂专业合作社，这家合作社
是青州市养蜂协会的会长单位。
供货方承诺，本报社在售的所有
蜂蜜均不含任何添加剂，欢迎市
民或检测机构现场检测。目前市
场上所销售的纯蜂蜜少之又少，
大多数蜂蜜都或多或少掺假，由
于用肉眼很难分辨，市民想买到
纯蜂蜜也就非常困难了。本报社
在售的蜂蜜均来自青州市王坟
镇的青州方山养蜂专业合作社，
该合作社负责人承诺：所有产品
均不含任何添加剂，假一罚十。
据合作社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合
作社的成立主要是为了联合广
大蜂农，诚信经营，提高当地蜂
蜜养殖户信誉，生产好蜂蜜。此
次年货采购层层把关中，该合作
社的蜂蜜确实品质不错，性价比
较高。

由齐鲁晚报肥城工作站精心筹备的“年货大集开张了”，我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与各地名优特色产品生产厂家联联系，筹备了二十多种名优特色商品，在
春节期间供给肥城市民，商品全部是生产厂家直供，保证了产品质量。记者近日连续考察了肥城几个商场超市，发现我我们的定价同类产品更实惠。现向大家选择推
荐几类名优产品：

““年年货货大大集集开开张张了了””
——— 地方名优特色产品汇集，走亲访友首选

年货大集地址：肥城市向阳街实验中学北50米路东 团购热线：3278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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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11斤斤的的钱钱,,今今天天能能买买33斤斤淡淡干干海海参参
“专卖店7900多元一斤的淡

干海参 ,现在只要3780元?这么便
宜啊 !”“买海参还能提前预定
吗?”“听说这回海参直供只有50

斤淡干海参,这个限量吗?会不会
卖没了啊?”

本报“海参直销”的热线 ,最
近被市民打爆了 ,市民们都在咨
询,有关购买淡干海参的事宜。

从早到晚 ,抢购热线电话
6982108几乎被打爆,很多市民担
心卖没了 ,想提前预定 ,还有不少
正打算去专卖店选购海参的市
民,都暂停出手,就等着周六、周日
到泰安华侨大厦抢几斤。

据活动组委会透露 ,本次活
动不仅价格低 ,并且规模大 ,将展
售多款淡干海参 ,让市民放心买
到货真价实的好参。

本报记者特别提醒 ,活动地点
在泰安华侨大厦一楼,本周六(31

日)周日(2月1日)三天。本活动为
年末最后一次,本报预计2天内将
有上百人到现场抢购。

第一现场:市民都等

抢 热线真忙活

“喂……是齐鲁晚报报社
吗?我想买2斤淡干海参 ,能预订
吗?”“你好,请问可以到齐鲁晚报
报社订购吗?”“你们这淡干海参
是多少个头的啊 ,怎么这么便
宜?”……

昨 天 一 整 天 时 间 , 热 线
6982108响个不停,全是咨询本周
六、周日举办的“海参直供”活动
的。尤其昨天上午9:00到11:00,电
话一直占线 ,甚至有十几位市民
特地来到报社咨询。

“只有专卖店价的三分之一,

太实惠了 ,幸亏没在专卖店买。”

市民赵先生说 ,他的妻子刚刚怀
孕 ,正是需要进补的时候 ,他先后
走了几个专卖店 ,但价格相差离
谱让他拿不定主意。看到本报的

“海参直供”,他马上计划周末到
华侨大厦抢几斤。

家住青年路的李女士也有
买海参的打算 ,因为家里的儿子
正读高三 ,她想给儿子吃些海参
补充下营养 ,市场上种类繁多价
格不一的海参让她犯了难 ,本报

“海参直供”的活动吸引了她 ,她
说到时一定早点来 ,给孩子买点
极品海参。

在打来电话的市民里 ,大部
分都是要买给父母以示孝心的 ,

也有准备买来给刚刚做过手术
的病人当做礼品的 ,还有给孩子
买来健脑增强体质的。在区域上,

一半来自中心市区 ,另一半来自
郊县。

“真没想到电话这么多,更没
想到有这么多市民想买海参。”
组委会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 ,

这也能看出 ,泰安市民对海参的
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市民对健康
和养生越来越重视 ,但商场里海
参的虚高价格从某种程度上抑
制了市民的购参需求。

价格对比 :商场7900

元,现在只要3780元

冬季也是细菌和病毒滋生
的季节,容易爆发流行疾病。而海
参具有很好的提高身体免疫力、
预防疾病的功效 ,因此受到市民
的热捧。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同等
级别的刺参 ,在商场都要卖到
7900元一斤 ,而本次来抢购 ,仅需
3780元 ,节省了三分之二的价钱 ,

这在泰安海参市场从来没有过。
组委会负责人介绍说 ,从前

老百姓都觉得海参身价“高贵”,

是一种奢侈的食品 ,寻常百姓根
本吃不起。这次报社联合海参知
名品牌率先开创了“海参进补”
直销模式,体现了亲民的价格、优
质的产品 ,通过取消中间流通环
节 ,大幅降低成本 ,让万千顾客尝
到省钱买补品的甜头。

吕先生是泰安某公司的销
售经理 ,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 ,他
都要帮公司采购很多节日礼品
用以维护客户关系 ,吕先生说 ,客
户就是自己的衣食父母 ,在相互
赚钱的同时更应该让客户保重
身体。往年 ,吕先生都是买一些
烟酒、消费卡之类的作为礼品 ,

但是发现效果并不好。后来朋
友告诉他 ,“现在送烟酒这些东

西太俗了 ,客户收了也不在意 ,现
在最流行的是海参。海参礼品
健康、上档次 ,送礼也更拿得出
手 ,比起烟酒 ,客户也更容易接
受”。听过朋友的建议 ,吕先生觉
得十分有道理 ,恰逢本报举办

“海参直供”,他准备帮公司采购
一批海参礼盒 ,年前送给客户 ,送
礼送健康 ,不仅体面 ,也表达了一
份诚挚的心意。

记者调查:“蓝色海洋

牧场”出产的至尊极品

据了解 ,我国可食用的海参
有20余种 ,其中原产于黄海北部
海域的刺参 ,营养价值最高 ,被业
界公认为海参中的珍品 ,一般将
通体长有4排刺的称为“上品”,而
数量珍稀、长有5-6排刺的则被

奉为“极品”。本次所带生长年龄
7年以上的极品6排刺野生海参
做为主打产品。据悉,极品刺参对
生长环境非常挑剔,只有在水深、
海流急、无污染、礁石底的海区
生长,连“猛子”捕捞都非常困难。
刺参采用原生态天然放养方式 ,

栖息的海域属国家级清洁海域 ,

堪称“蓝色海洋牧场”。
本次海参直供上 ,海参均为

野生 ,来自于威海深海 ,在精深加
工中 ,海区厂家严把刺参年龄关 ,

以最有营养价值的刺参为原料 ,

保证每个刺参都体型肥厚、圆润
饱满、营养充足。为保证刺参的
品味 ,厂家的刺参在加工中坚持
精工细作、工艺老道,使刺参的口
味清淡 ,无异腥味 ,是纯天然无公
害的养生滋补首选。

(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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