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蛇皮膏是300年苏家老铺
祖传秘方炼制，采用二十九
味重达千斤的野生药材进行
熬制，一直将药物熬至四两
的膏状，再用蛇皮包裹制成，
无论您是酸麻胀痛的轻度风
湿骨病患者，还是不能站立
行走、卧床不起的陈年骨病
患者都可以亲身体验效果。

为了让全国骨病患者
使用上前所未有的蛇皮膏

药，体验独一无二的效果，
苏家老铺推出了“蛇皮膏免
费发放公益活动”，风湿骨
病患者们可以不花一分钱
来治病了。也不用再去医院
做各种不必要的检查，也不
用再吃各种药物和做手术。

只要哪里感到疼痛，
就贴在哪里，蛇皮膏就是
能让您腰板挺起来，腿脚
跑起来！

果舒食醋分为5度食醋和8度
食疗醋。它用苹果汁做为原料经二
次发酵酿造而成。不同于用醋精勾
兑而成的调味醋，果舒食醋不含有
任何防腐剂，其口感酸爽、略带果
香，并富含多种营养物质。人体健
康的状态，体液呈弱碱性，但由于
人们的饮食习惯、环境、心态及压
力等因素的影响使我们的身体往
往处于酸性的亚健康状态。果舒食
醋经过二次发酵，是一个口感呈酸
性，在人体内代谢后呈碱性的食用
醋，它有中和鱼、肉、蛋、米、面等呈
酸性食品的功能，并有利于它的各
种营养素的保存和促进钙的吸收。
能够有效改善人体酸性体质，使人

体呈健康的弱碱性。
网上广为流传的食疗配方一：

用8度苹果醋2两，鲜鸡蛋一枚，浸
泡1 . 5-2天，蛋壳软化后，用筷子戳
破搅匀，再放置一天即可。每天起
床舀两小汤匙醋蛋液加一小匙蜂
蜜和四小匙温开水调匀，空腹一次
服完，蛋膜最后一天咀嚼吞服。可
降血脂，防动脉硬化。

食疗方二：将同等份量的柠檬
汁、姜汁、蒜头汁、苹果醋各一杯放
入瓦煲，大火滚，小火慢煮，不要盖
锅盖，让水份蒸发，剩下约一半汁
液，加入适量蜜糖搅匀，冷却后放入
冰箱保鲜即可。每天起床后空腹服
用一汤匙。可净化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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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大大樱樱桃桃网网上上预预售售卖卖得得欢欢
凉地大樱桃预计25日可大量上市，烟台一电商已预售5万多斤

本报5月17日讯（记者
李静 实习生 张宁） 五
月下旬，临近烟台凉地大樱
桃上市的日子，一些线上电
商开始忙碌了。采访中记者
了解到，目前有电商卖家已
经预售了5万多斤，樱桃成熟
后，将陆续给客户发货。

17日一大早，栖霞果农
王华君便钻进自家的果园中
查看大樱桃的长势。“我们已
经在淘宝网上预售了5万多
斤了，预计20日以后就可以
发货了。”王华君告诉记者。

记者在淘宝首页输入
“烟台大樱桃”关键字，便搜
出9640家店铺，销售量排名靠
前的月销量已经达到14368

单。除了淘宝、天猫、京东等
平台外，如今不少人也在微
信上开店卖樱桃了。微商优
农优选负责人石金秋告诉记
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她已
经接到1000多个订单。

采访中果农告诉记者，
目前早熟的大樱桃品种已经
开始泛红，最早3到5天后开
始上市，预计大量上市要等
到5月25日左右。

业内人士表示，近几年，
烟台电商发展迅速，不少外
地消费者通过电商渠道吃到
了新鲜美味的正宗烟台大樱
桃，电商销售渠道已经成为
烟台大樱桃除市场销售外的
另一主要销售渠道。

记者在浏览淘宝网站时
发现，虽然都是标注正宗的
烟台大樱桃，同一个品种的
价格也不尽相同。以常见的
红灯品种为例，有的店铺3斤
装，包邮售价为109元，有的3

斤装包邮却只卖54元，为何
相差如此之大？

烟台电商商会会长徐柏
军说，随着烟台大樱桃品牌
越来越响亮，不少外地商贩
也打着“烟台大樱桃”的旗号
开网店销售大樱桃，也有商
贩一味追逐利益，以次充好，
甚至欺骗消费者，不仅损害
了消费者的利益，同时也对
烟台大樱桃品牌造成不好的
影响。

烟烟台台跨跨境境电电商商进进口口业业务务启启动动
本报5月17日讯（记者

王永军 实习生 艾婷玉）
15日，随着烟台海关驻机

场办事处工作人员扫描快递
包裹条形码后，一批从韩国空
运进境的奶粉、纸尿裤、煎锅
和服装等物品顺利通关放行，
标志着烟台跨境电商进口业
务正式落地运行，市民以后购
买境外商品将更便捷。

烟台海关驻机场办事处
通关科科长任信红介绍，跨
境电商直购进口模式是跨境

贸易电子商务模式之一，指
国内个人购买者在跨境电商
网站订购境外商品直接运输
进境，按照海关的要求，通过
电商服务平台和海关通关管
理系统对订单、支付、运单等
信息进行申报，并按照进境
物品进口税率缴纳关税，实
现快速通关。

跨境电商直购进口实施
后，消费者只需在跨境直购
电商平台将看中的商品下好
订单完成交易，就可以像普

通的国内电商购物一样，随
时查询配送进度，等待商品
送货上门，收货时间较传统
模式能缩短一周左右。

考虑跨境直购进口的交
易特点，从便利企业的角度
出发，烟台海关跨境电商直
购进口通道采用了“自动申
报、自动审结、货到放行、汇
总征税”的模式，减轻了物流
企业逐票手工申报和缴纳税
款的繁琐手续，实现了跨境
网购全过程电子化、高效化。

““伴伴山山之之约约··奥奥迪迪之之夜夜””
千千人人盛盛会会华华美美落落幕幕

本报5月17日讯 16日
晚，“伴山壹号之约·中升奥迪
之夜”千人高端盛会奢华开
启，一千八百多位嘉宾出席了
本次盛会，共同见证了本市首
次高端房地产与高端汽车品
牌异业联盟、深度合作的开
启。活动中，到场嘉宾深刻感
受了奥迪的“进取 尊贵 动
感”品牌内涵，深入了解了伴

山壹号·紫林园作为国内第一
个大学校园内的楼盘，将带来
的品质、卓越、尊贵的享受。

作为主办方的伴山壹
号·紫林园是国内首个大学
校园里的高端社区，位于鲁
东大学东校区，地处烟台市
城市中心，建设有3栋小高层
和7栋高端花园洋房，目前项
目已经全部封顶。社区整体

位于璜山半麓，与塔山、南山
相邻，三山归一，给业主一种
宁静致远的居住环境。城市
中心的稀缺花园洋房，无论
是宜居和投资性都是其他项
目无可比拟的。

据介绍，本次盛会只是伴
山壹号·紫林园与中升奥迪深
入合作的序幕，随后双方将展
开更加深入的合作活动。

旅游日全市推出50多项旅游产品

本报5月17日讯（记者 王永军
通讯员 李朝阳 薛鹏） 16日，

“5 . 19”中国旅游日庆典暨朱雀山首
届槐花节启动。

今年旅游日期间，全市将推出
50多项旅游产品和优惠活动，朱雀
山首届槐花节作为烟台“城市月月
休闲汇”和中国旅游日的特色活动
之一，在5月16日-5月25日首届槐花
节期间，将举办登山寻宝、包包子亲

子比赛、森林探险比赛、宠物狗比
赛、大樱桃果王比赛、认种花生、四
季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巡展以及民俗
演出等系列活动。

据介绍，在旅游日19日当天，
烟台市民持本人身份证可免费游
览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福山
文博苑、蓬莱阁景区的备倭都司
府和三官庙等景点也将对游客免
费开放。

“渔博会”昨闭幕，三天揽客2万人

本报5月17日讯（记者 王永军
实习生 艾婷玉） 17日，为期三

天的第二届中国(烟台)国际钓具、
船艇暨户外用品博览会落下帷幕，
三天时间里，共揽客近2万人。

据组委会介绍，此次博览会
一共有渔具、船艇、户外产品的
454家海内外制造商参展。

据了解，中国 (烟台 )国际钓
具、船艇暨户外用品博览会作为
全国首家集渔具、船艇及户外用
品一体化展示的国际性展会，首
届展会于去年 5月份在烟台圆满
落幕，受到烟台市民的喜爱。第三
届展会将于2016年5月13日到15日
举行。

卫生监督所暗访牙科“黑诊所”

本报5月17日讯（通讯员 王善
浩 记者 孔雨童） 近日，市卫生
局卫生监督所执法人员对我市部分
县市区医疗市场进行了暗访检查，
发现了一批无证经营的牙科“黑诊
所”，里面的“大夫”并未取得行医资
格，而且里面的口腔诊疗器械消毒
灭菌极不规范。

检查中还发现，有些牙科“黑诊
所”使用的牙科手机、根管治疗器

械、拔牙器械等接触病人伤口、血
液、破损黏膜的物品只是简单地用
消毒液浸泡，无法杀死上面的病原
微生物，达不到灭菌效果。

市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称，卫
生行政部门会进一步加大对无证行
医“黑诊所”的打击力度，同时也提
醒广大市民，看牙一定要选择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正规医疗
机构。

手足口病即将进入高发期

本报5月17日讯（通讯员 王善
浩 记者 孔雨童） 气温渐渐升
高，手足口病也即将进入高发期，近
日市卫生监督部门发布了相关提醒。

据介绍，手足口病是肠道病毒
引起的常见传染病（最常见的病原
体是甲类柯萨奇病毒），四季均可发
病，一般3月份增多，6-8月份为其高
峰期。

市卫生监督所提醒市民在日常
生活中做好预防措施：

1、平时注意宝宝个人和家庭卫
生，勤洗手，室内常开窗通风，保持
适宜室温；

2、尽量少带孩子到人群密集的
公共场所，减少被感染的机会；

3、注意孩子的营养、休息，避免
阳光暴晒，防止过度疲劳，增强机体
的抵抗力；

4、如果出现发热、皮疹或口腔
溃疡等症状要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
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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