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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正宗宗的的沾沾化化冬冬枣枣就就是是好好吃吃
只需打个电话，沾化冬枣、大荔冬枣直接送到家门口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李
静 ) 为让市民尝到产地正宗
的沾化冬枣，本报今年再次与
沾化区人民政府独家合作，将
正宗沾化冬枣大棚冬枣直接送
到市民餐桌，同时，今年还将推
出陕西大荔冬枣，让市民在家
门口，既省去了中间的销售环
节，又能品尝到正宗的原产地
大枣。

又到了吃大枣的季节，烟
台的大街小巷也出现不少售
卖大枣的商贩。细心的市民不
难发现，很多商贩都打着“沾
化冬枣”的牌子，但口感却各
不相同。有经验的市民摸索
到，有的商贩打着“沾化冬枣”
的旗号，但售卖的并非正宗当
地大枣。

去年本报推出正宗的沾化
冬枣，市民都说特别好吃。为让

市民尝到产地正宗的沾化冬
枣，本报今年再次与沾化区人
民政府独家合作，将正宗沾化
冬枣大棚冬枣直接送到市民餐
桌。

“沾化冬枣”产于沾化区境
内，平均单果重20g左右、色泽
光亮赭红、味质极佳，是一种珍
贵稀有的鲜食果品。沾化冬枣
成熟期晚，目前销售的是大棚
冬枣，凉地冬枣预计本月底上
市。不过想要吃凉地大枣的市
民也可选购大荔冬枣。今年本
报首次推出正宗的大荔冬枣，
确保产地正宗。

大荔冬枣享有“南荔枝，庙
上冬枣”的盛名，有“小苹果”之
称。平均单果重17 . 5g，最大单
果重可达25g。果皮赭红光亮、
皮薄肉脆、甘甜清香、营养丰
富，可食率达95%。大荔冬枣富

含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备
受广大消费者青睐，被称为“天
下奇果”。

目前两种大枣均为5斤装

包装，价格为125元/箱。想要订
购的市民只需一个电话，新鲜
可口的大枣便可送到家门口。
本报订购电话：18660533332。

阳阳澄澄湖湖大大闸闸蟹蟹2200日日开开捕捕，，七七折折就就能能尝尝鲜鲜
本报推出大闸蟹产地直供价，销售电话：15564521443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马杰 ) 一入秋，许多喜爱吃
阳澄湖大闸蟹的市民就开始
盼着开捕。9月20日即本周日，
阳澄湖大闸蟹就正式开捕，本
报现推出阳澄湖大闸蟹产地
直供价，以公蟹3两、母蟹2两
的8只装礼盒为例，市场销售
价428元，本报产地直供价只
要298元。只需花费相当于原
售价的七折，就能一饱口福。
咨询电话：15564521443。

为了让市民吃上放心好
蟹 ，避 免 买 到 洗 澡 蟹 、塘 蟹
等，本报记者亲赴阳澄湖原
产地探源，在苏州市阳澄湖
大闸蟹行业协会推荐下，筛
选出优质的一手货源。该货
源 由 协 会 常 务 理 事 单 位 直
供，品质可靠。

9月20日开捕在即，为了
让市民以最实惠的价格尝鲜，
本报与建华蟹业达成一致，现
以产地直供价销售阳澄湖大
闸蟹，相当于原售价的七折，
以公蟹3两、母蟹2两的8只装
礼盒为例，市场销售价428元，

本报产地直供价只要298元。8

只装2 . 5两母蟹的礼盒也仅售
398元，比568元的原价便宜了
170元。

目前大闸蟹以蟹券形式
预售。消费者在购买蟹券后，
在开捕日期之后，可按照蟹券

背面标注的方式申请提货，所
有大闸蟹都是产地直供，凌晨
捕捞，现捕现发，顺丰冷链配
送，48小时之内就能寄到，让
您不出门，就能尝到来自苏州
的 美 味 。咨 询 、订 购 电 话 ：
15564521443(马女士)。

中中秋秋回回家家带带苦苦荞荞面面，，经经济济、、养养生生又又能能表表孝孝心心
如果您有购买意向，赶紧拨打15192399123抢购吧！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张
倩倩) 中秋节临近了，许多年
轻人开始准备给父母或家里
的其他老人置办礼品了，可是
年年过中秋、年年都送礼，今
年送点什么呢？苦荞面，经济
实惠又能养生保健，是送给父
母长辈的首选礼物。近日，本
报销售的苦荞面掀起了中秋

抢购热，不少购买了苦荞面的
市民都说是带回家送给父母
长辈。如果您也想向父母长辈
表达一份孝心，抓紧拿起电话
抢购吧。

“父母年纪也大了，血压
高一些，母亲心脏不是太好，
一直吃药控制。”邢先生说，

“先买了10斤，老人吃着觉得

好，再多买点。”
每斤20元左右的苦荞面，

与市面上的挂面相比确实贵
一些。但与一些补品、药物、保
健品比起来，苦荞面的价格可
以说经济实用又健康。近日，
就有不少市民打电话订购苦
荞面，想中秋送给家里的父母
长辈。

如果您也想给父母长辈送
健康，那就赶紧拨打15192399123

抢购吧！烟台市区内可以送货
到家，山东省内购买的市民也
可以免费邮寄，省外购买者邮
费自付。汇款户名：烟台市好报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账 号 ：
213014866618。开户行：中国银行
莱山支行东郊分理处。

市市食食药药监监送送食食品品安安全全知知识识进进校校园园
今晚在莱山区胶东文化广场举行创食安城市公益晚会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秦雪
丽 通讯员 夏天棋) “民以食
为先，食以安为先”。为保障人民
群众饮食安全，普及食品药品安
全知识，进一步推进国家食品安
全城市创建工作，9月15日由烟台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莱山区
市场监管局、安利公司共同携手
举办的“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
公益宣传活动 食品安全进校

园”活动在滨州医学院举行。
在滨州医学院，烟台市食药

监局保化科工作人员柳晓丽和学
生们一起分享了保健食品及化妆
品的相关知识。本次公益宣传活
动是提升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
市民参与度和知晓率的又一重要
举措，通过与学生们的互动交流、
传递相关法规知识，加深了高校
学生对于食品药品相关知识的了

解，同时也鼓励学生们从自身做
起，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积极动
员身边的亲朋好友共同参与到创
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打造“食安
烟台”品牌形象的行动中来。

据悉，9月17日晚，烟台市食
药监还将在莱山区胶东文化广场
举行一次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
公益晚会，欢迎市民朋友们前来
观看。

开发区部分道路

19日晚交通管制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钟建
军) 16日，烟台开发区交警大队发
布关于“万达广场明星演唱会”期
间对部分道路采取交通管制措施
的通告。

“万达广场明星演唱会”将于
2015年9月19日晚在开发区天地广
场举行，为保障演唱会的顺利进行
及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9月19日
17:00-21:30对嵩山路(珠江路口北口
至长江路口南口)路段、香山路(珠
江路口北口至长江路口南口 )路
段、珠江路(嵩山路口东口至衡山
路口西口)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
措施，社会车辆可绕行黄山路、华
山路、衡山路、万寿山路等路段。

股市暴涨暴跌

股民习以为常

韩国“KCG 3010”舰

到访烟台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蒋大
伟) 16日上午10时，韩国国民安全
处海洋警备安全本部“KCG 3010”
舰顺利靠泊烟台港18号泊位，开始
了为期四天的访问交流，以进一步
深化中韩海上搜寻救助合作，加深
两国人民间的友谊。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张琪 )

本周六是第26个“国际净滩日”。
来自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山东)有限
公司的志愿者将在烟台大学海水
浴场开展净滩活动，对沙滩上的各
类垃圾进行清理，还大家一个美丽
的沙滩环境。

1985年，美国“海洋保育中心”
和环保署共同发起清理沙滩活动。
1989年正式将每年九月的第三个
周六为“国际净滩日”。

周六来烟大海水浴场

一起净滩吧

工作人员正在大棚内采摘成熟的冬枣。 本报记者 李静 摄

产品名称 套餐内容
数量

（只）
销售价
（元）

产地直供
价（元）

珍品A8 公蟹3 . 0两 母蟹2 . 0两 8 428 298

智享MB8 母蟹2 . 5两 8 568 398

睿享MC8 母蟹3 . 0两 8 998 698

有机臻选XD8 公蟹4 . 5两 母蟹3 . 5两 8 2688 1888

价格表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李园
园) 16日，股市临近收盘1小时突
然暴力拉升，千股涨停。“这几个月
来不是暴跌就是暴涨，我们已习以
为常了。”烟台一股民说。有分析人
士认为，虽然现在股市不具备反转
的条件，但离市场底部越来越近
了。“股民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安全
的区域进行试探性的建仓。”该分
析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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