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茶就一定贵吗？在天宇茶叶

平价超市里，这条习惯性定律已被

打破。市价100元/斤的铁观音茶在

这里只需20元，50元/斤的日照绿茶

这只卖23元，80元/块的普洱茶只卖

20元，300元/斤的小种红茶，你只需

花费60元即可带回家。“我们不只是

在卖茶叶，更重要的是要将茶文化

真正推广到老百姓的生活中。”天宇

茶叶平价超市负责人说，作为山东

平价茶叶超市，自2006年7月第一家

济南店成立以来，天宇茗茶平价超

市的身影已陆续出现在了青岛、泰

安、东营、济宁、临沂、枣庄等省内其

它地市，“价格低、茶质真、服务好、

待人诚”成为了老百姓喜爱它、信任

它的最重要理由。

格平价策略向暴利宣战

“我们的口号就是向暴利茶叶

宣战，卖老百姓喝得起的名茶。”天

宇茶叶平价超市负责人介绍，天宇

平价茶叶超市率先在行业内扛起了

平价大旗，所有品种的茶叶价格都

只在原产地进价基础上加价8%—

10%，而目前茶叶零售行业的“行规”

却是中低档茶叶加价一到两倍，稍

高档点的要加价三到四倍，有的甚

至达到六倍。天宇平价茶叶超市的

明码实价——— 每一款茶叶都清晰的

标明售价，更是为顾客省去了讨价

还价的麻烦。

除了保持最低的价格，天宇茗茶

平价超市还实行原产地茶叶假一罚

十的措施。“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让

消费者相信本店的茶叶质量绝对是

有保障的。”天宇平价茶叶超市里的

每一斤茶都来自原产地，在采用现代

机器加工保证产量的同时，更加注重

传统人工制茶工艺的延续。

格一站式销售降低成本

“价格这么低，能是正品吗？”天

宇茶叶平价超市的工作人员每天都

能遇到不止一位有这样疑虑的顾

客。每次遇到这样的消费者，工作人

员总是耐心地为其泡上几款茶，并

向客人保证品尝体验自己满意的

茶。“茶叶的好坏是品出来的，我们

鼓励消费者将我们店内的茶叶与其

它茶叶相比较，因为我们有自信，我

们的茶叶是最物美价廉的。”

为了洗刷“冤情”，天宇茗茶平

价超市还主动将其与厂家的供货合

同和联营生产合同张贴出来。“合同

上都盖有公司的正规公章，而且产

品的产地和进货渠道都在上面白纸

黑字的写着，消费者可以完全放弃

疑虑。”

那么天宇茶叶平价超市一如既

往地保持平价的秘密又是什么呢？

目前，天宇茶叶平价超市在崂山、日

照，安徽黄山、六安、安溪、祁门，福

建武夷山、安溪、云南、湖南安化、江

苏、浙江等主要产茶区域均设立了

自己的茶叶生产基地，与原产地联

营生产，实现了收购、加工、销售一

站式服务，从而在保证茶叶质量的

前提下，极大地减掉了中间成本，为

消费者赢得了更多的实惠。

蛤龙井：50元/斤 65元/斤

蛤碧螺春：30元/斤

蛤日照绿茶：23元/斤 38元/斤

蛤铁观音：20元/斤 30元/斤

蛤浙江香绿：23元/斤 38元/斤

蛤糯米沱：15元/斤

蛤勐海古树茶砖：250g15元/斤

蛤14年老贡眉：38元/斤

蛤大红袍：50元/斤

蛤手筑茯砖：500g25元/斤

蛤茉莉花茶：23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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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梁
莹莹 通讯员 慕菁华) “十
一”小长假即将拉开帷幕，记者
从烟台车务段了解到，为方便
旅客出行，9月28日起，烟台车
务段管内将加开旅客列车14
对。

加开的14对列车具体为：9
月28日至10月8日，加开烟台-
北京南G4220次、北京南-烟台
G4219次、烟台-济南东D6062
次、济南东-烟台D6061次、威

海-烟台D6098次、威海-青岛
C 6 5 8 8 / 5 次、青岛北 - 威海
C6587次、青岛北-威海C6597
次、烟台-菏泽K5508/5次旅客
列车。

9月29日至10月9日，加开
烟台-威海D6097次、威海-青
岛C 6 5 9 8 / 5 次、菏泽 - 烟台
K5506/7次旅客列车。

9月30日至10月8日，加开荣
成-济南西D9458次、济南-荣成
D9457次、荣成-青岛北C6592

次、青岛北-荣成C6591次、烟台
-青岛北C6558次、青岛北-烟台
C6561次、威海-青岛北C6568
次、威海-青岛北C6580次、青岛
北-威海C6569次、青岛北-威海
C6579次旅客列车。

9月30日、10月1日、7日、8
日，加开荣成-青岛北C6556
次、青岛北-荣成C6551次、烟
台南-青岛北C6564次、青岛北
-烟台南C6567次、威海-青岛
北 C 6 5 7 2 次 、青 岛 北 - 威 海

C6575次旅客列车。
同时，为最大限度满足旅

客出行需求，小长假期间烟台
车务段将通过加挂列车、重联
动车组等方式进一步扩大运
能。各客运站将加大安检查危
力度，确保旅客车票、有效证
件、本人“三一致”，经安检后进
站上车；组建党员、团员服务
队，加强对进站口、检票口、站
台、天桥、地道、楼梯、电梯等重
点部位的盯控，做好客流疏导，

确保旅客乘降安全；对老幼病
残孕幼等旅客实行优先购票、
优先进站、优先检票上车，有需
要的旅客可以提前拨打0531-
12306预约重点旅客服务。

铁路部门提醒，为确保旅
客安全顺利出行，旅客可提前
到站换取纸质车票，通过实名
制核验和安检查危后进站乘
车，以免临近开车时旅客集中
进站取票致排队时间过长而耽
误出行。

烟烟台台车车务务段段今今起起加加开开1144对对列列车车
主要集中在北京、济南、威海、青岛等方向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梁
莹莹 通讯员 李洪伟) 继
购买飞机票、火车票、跨省市区
汽车票需本人持身份证实名购
买后，烟台市县际所有班线也
已经实行客票实名售票和实名
查验，这标志着烟台市全面实
现汽车票实名制。今后凡乘汽
车出行的市民，不管去往哪里，
都需要携带有效身份证件购票

及乘车。9月30日晚，对发往栖
霞、莱州、蓬莱、龙口方向的末
班车将适当延缓发车时间。

国庆中秋小长假即将到
来，为保障市民节日期间顺利
乘车，北马路汽车站特别提醒，
在北马路汽车站购票出行的旅
客，购票时需出示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包括身份证、居住证、
户口簿、医疗保险卡、护照、军

人保障卡、军官证、武警警官
证、士兵证、军队学员证等)。未
携带有效证件的旅客，须到火
车站东出站口西行50米处“芝
罘公安站前派出所”开具临时
身份证明，即可到车站购票乘
车。携带免票儿童的，应当凭免
票儿童的有效身份证件同时免
费申领实名制客票。

北马路汽车站在小长假期

间将临时增开3个售票窗口，增
加发往蓬莱、栖霞、龙口、莱州
等线路流水班次。9月30日晚
间，车站会视客流情况，及时增
调运力，对发往栖霞、莱州、蓬
莱、龙口方向的末班车适当延
缓发车时间，最大限度方便乘
客出行。

同时，北马路汽车站服务台
增设便捷支付窗口，旅客可使用

支付宝、微信、刷卡等便捷支付
方式购买车票，或登录北马路汽
车站网上售票平台购票。

小长假期间从北马路汽
车站乘车前往蓬莱阁、海洋极
地世界、欧乐堡等旅游景点的
旅客，可在车站直接购买车票
和门票，最高可享15元优惠，
并可通过车站绿色通道优先
乘车。

99月月3300日日晚晚，，北北马马路路汽汽车车站站延延缓缓发发往往四四市市末末班班车车
烟台全面实行汽车票实名制，出行一定带好身份证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姜明明)

黄金周即将到来，烟台汽
车总站发布黄金周出行指
南，9月30日汽车总站至烟内
各县市区线路末班车延至
2 0 : 0 0，当天下午放假的市
民，也可搭配时间选乘。10
月1日4：45-12：00汽车总站
至烟台国际机场 ( 1号线 )迁
至站前广场检票发车，乘机
的旅客可关注广场检票发
车区域。

9月30日、10月1日，汽车总
站发往莱阳、海阳及其支线迁

南站发车，市民可乘坐9路公
交车前往汽车南站乘车，10月
2日迁回汽车总站发车。

另外，需要提醒市民的
是，随身带好身份证等有效
证件，不论是购票乘车、实名
检查，还是旅游出行、宾馆住
宿都需要使用，节日出行莫
忘带证。汽车票网购旅客现
已达到50%，网购的旅客可提
前到站取票，以免乘车当日
因客流量大还要排队取票耽
误行程。微信购票的旅客无
需取票，可直接手机扫码上
车。

汽汽车车总总站站至至机机场场((11号号线线))
11日日迁迁至至站站前前广广场场发发车车

浪浪花花朵朵朵朵
27日下午，经历了一场秋雨的洗礼后，烟台又向大家秀了一把标准的

“烟台蓝”。因风力较大，又赶上涨潮，海边浪声呼啸，惊涛拍岸，引得路过
市民纷纷举起手机拍照。 本报记者 张菁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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