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广告 05
2020年9月23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刘希恒/美术编辑/姜涛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9月 19日下午，由烟台吉斯

波尔酿酒有限公司主办的““国际

烈酒(ISGC)暨葡萄酒(IWGC)大奖

赛”烈酒品鉴会在吉斯波尔精酿

体验馆如期举行，品鉴会邀请了

国际、国内的知名品酒专家、著名

白酒专家委员等70多位专家评

委，精心选取SYMBOL单一麦芽

威士忌、吉斯圣堡威士忌、吉斯公

爵XO苹果白兰地、纯麦蒸馏酒

四款高端烈酒进行品鉴。

世界著名评酒专家、国际著

名酒评作家艾哲庸先生，给予

SYMBOL单一麦芽威士忌高度

赞扬，更是打出了94分的高分予

以肯定。

据介绍，SYMBOL单一麦芽

威士忌，采用自动化的紫铜壶式

蒸馏釜，经三次蒸馏，再放入波本

橡木桶陈酿，这种古老而繁杂的

工序，杂醇油更低，酒体更干净。

吉斯集团董事长孙杰告诉记

者，吉斯公爵XO苹果白兰地，优

选半岛产区烟台苹果为原料，采

用天境昆嵛山地下岩层水，夏朗

德壶式蒸馏器，精工慢酿，吉斯公

爵双重蒸馏，十年臻酿。

而吉斯圣堡壶式蒸馏威士忌

主要原料为麦芽，少量添加苹果

汁，清爽的果香和浓郁稳重的橡

木香之间完美地融合，从中浮现

柔和的甜蜜气息。波本橡木桶的

存放使口感中带有明显泥煤烘烤

的口感。余味伴有悠长绵柔的烟

熏味。

此次品鉴会还选取了明年即

将上市的纯麦蒸馏酒，专家品鉴

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表示纯

麦蒸馏酒的市场前景广阔。

吉斯波尔烈酒品鉴会圆满落幕

世界著名评酒专家、国际著名酒评作家
艾哲庸先生高度评价SYMBOL

专家组在品鉴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苗春
雷 通讯员 华磊 郭晓伟）共庆丰收 共
享喜悦。昨天是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我市各地开展了以“庆丰收·迎小康”为主
题的欢庆活动，推动丰收节成风化俗。

中国农民丰收节主角是农民。昨
天，福山区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表彰
了“福山区十佳农民科技状元”、“十佳
新型职业农民”、“十佳农民专业合作
社”和“十佳苹果种植能手”各10名。
广大农民积极参与，大家以歌曲、舞蹈、
戏曲等形式，突出庆丰收主题，展示福
山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和智慧力

量。在活动现场，还集中展示福山非遗
及特色农产品，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特色农产品进行一一展示。展览吸
引了来自四乡八邻的近千名农民群众
驻足观看，大家对展品无不交口称赞，
纷纷竖起大拇指。

家庭农场昨天登上舞台中心。昨
天，海阳市农业农村局和二十里店镇政
府联合举办了以“产品优化、产业集聚、
振兴乡村”为主题的“海阳市家庭农场
服务联盟成立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
品展示活动”。活动公布了福修泰家庭
农场等10家规模适度、产品优良和示

范带动能力好的家庭农场为“十佳家庭
农场”，随后“海阳市家庭农场服务联
盟”揭牌，这是烟台市首家家庭农场服
务联盟。16日晚，徐家店镇党委政府举
办了徐家店镇第一届丰收节文艺汇演，
抒发了广大群众丰收的幸福感、喜悦
感，充分彰显了当代乡村的浓厚文艺氛
围与村民良好的精神风貌。

开心的锣鼓敲起来，欢快的舞蹈跳
起来。20日上午，在招远市金岭镇大户
陈家村，近两个小时的“庆丰收·迎小
康”主题文艺演出中，独唱、重唱、器乐、
舞蹈、情景歌舞、吕剧联唱、小品等多种

艺术形式的17个节目轮番上演，分《五
谷丰登》《乡村新貌》《圆梦小康》3个篇
章，从各个角度展现乡村振兴带来的农
业新气象、农村新变化、农民新风貌。
演出以烟台市歌舞剧院专业队伍为主
力，同时吸纳招远市蚕庄镇孙家锣鼓
队、招远市老年大学舞蹈队、莱州市民
间乐团、牟平区王格庄镇农民舞蹈团等
民间演出团队力量，让整场演出主题突
出、节目优良，又贴近基层、接地气儿。

参展合作社30余家，参展农副产品
近百种……19日上午，莱州市秉承“致
敬农民、弘扬文化、振兴乡村”的办节宗

旨，举办了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
动启动仪式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产品推
介会，本次活动共设主会场一处，分会场
四处，突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产品展销
的主题。五彩稻和枣树是枣林农业种植
专业合作社的重点项目，为让参观者有
更直观的感受，合作社直接把一棵枣树
搬到现场进行展示。截至19日下午，
5000余名游客到场参加相关活动，各合
作社销售预售总额超16万元。

接下来，各地还将陆续举办各种形
式的庆祝活动。牟平区将举行双百山
景区苹果、板栗等系列采摘，乡村摄影

大赛、乡艺汇演、小记者采访等丰富多
彩的活动，实现节庆与惠农营销有机结
合。蓬莱区将举办“党旗聚民心 仙境
写乡韵”美术、摄影文艺下乡活动，展现

“乡村振兴”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取
得的新成果……

9月20日至11月1日中国·山东国
际苹果节期间，我市将举办系列活动，庆
祝中国农民丰收节，全面展示我市科技
强农新成果、产业发展新成就，展现苹果
高质量发展新风采、乡村振兴新面貌，让
广大农民享受丰收的快乐、劳动的幸福，
增强建设美丽乡村的决心和信心。

“丰”景这边独好
我市各地庆祝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高少
帅 通讯员 李梦 韩帅章）金色的九
月，迎来丰收的喜悦。在莱阳市吕格
庄镇江汪庄村的百亩旱稻基地里，沉
甸甸的稻穗在阳光的照耀下随风起
伏,翻腾着滚滚的金色波浪。上百亩
优质旱稻不仅让农民吃上了自家门
口种出来的大米，也是吕格庄镇探索
特色种植实现农业新旧动能转换，通
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农民增收的
有益实践。

吕格庄镇江汪庄村共有740户村
民，党员93人，村集体经济相对薄弱。
眼看着附近的大野头樱桃市场、刘海寺

杏花村都打出了“名气”，江
汪庄村的村民也急在心

里。
在镇政府的

带领下，江汪庄
村党支部成员
不断外出学习
取经，并就本
村的气候特
点 向 专 家 请
教，最终确定
了 种 植 方 向

——旱稻。相比
传统水稻种植，水稻

旱作具有省水、省工、操
作简单、减少病虫害，抗倒伏

等优点，而江汪庄村气候温和，日照充
足，无霜期长，昼夜温差大，极为适宜
旱稻生长。

2019年5月，由江汪庄村党支部
领办的莱阳市勤民种植专业合作社注

册成立，村党支部书记李道昆担任理
事长，是该市首家专业从事旱稻种植、
技术服务、产品加工、线上线下销售于
一体的整产业链村党支部领办的旱稻
专业合作社。

李道昆介绍，旱稻只需普通水稻
用水量的三分之一，田间管理比较简
单，施肥少，当年产量达9.45吨，加工
有机大米7.56吨。同时，合作社和20
余家企业建立直供关系，得到购买者
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农民跟着产业走，产业跟着龙头
走，龙头跟着市场走。在江汪庄村，越
来越多的零散种植户主动将土地流转
给合作社，向集中成片种植、规模化转
变，目前已经实现100%入社率。其
中，群众以63亩土地折价共189000
元入股，占股88%；集体以37亩土地，
其中12亩土地为集体股份，折价入
股，占股12%。另外 25亩土地通过

“保底+分红”的形式将收益的30%分
给全部村民。

合作社始终坚持为社员提供产
前、产中、产后全方位系列化跟踪服
务，社员水稻生产实行“十统一”，即
统一采购生产资料、统一培训、统一
品种、统一管理、统一技术、统一品
牌、统一形象、统一包装、统一价格、
统一销售。

除了旱稻，合作社还通过规模化、
集约化方式种植了土豆、花生、小麦和
玉米等传统作物，降低了种植风险，通
过作物多熟制种植模式，力促集体、社
员双增收，实现基层党建与促进经济
发展的相融共进，互促双赢。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逄
苗 通讯员 姜雅静）春种一粒粟，秋收
万颗子。转眼已是丰收时节，海阳市郭

城镇大侯家村的谷田里，沉甸甸
的谷穗随风摆动，如同掀起

层层金浪。村民们正忙
着收割，一派喜气洋洋
的丰收图景。

“今年雨水
较多，全村种植
300亩谷子迎来
了大丰收，总产
量在 16 万斤以
上。”大侯家村村主
任侯辉脸上洋溢着

喜悦。大侯家村始建
于清康熙年间，土地属

页岩土质梯田，村民世代种
植稻谷，至今仍保持着传统的种

植方式。因土层浅薄，谷子根须只能顽
强地附着于页岩之上，汲取岩层里的水
分和丰富的矿物质，正是此种环境，使得
大侯家村的金小米颗粒饱满，成为“长在
石头上”的绿色富硒食品。

由于绿色种植，口味纯正，营养
丰富，小米深得消费者青睐，成为农
特产品中的抢手货。在大侯家村，脱
粒机轰隆隆转个不停，金色的小米源
源不地流出，经过真空包装变身为精
致高端的礼品，走向全国市场。“我们
村的小米卖到了省内外二十多个城
市，订单接了一批又一批，已经形成
了良好的口碑。”侯辉说。

沿着大侯家村继续向西前行，同
样因小米而闻名的姜家村，靠着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走出了一条金色的“致
富路”。“2014年结合村庄优势，我们
村党支部成立了小米专业合作社，让
村里小米在原来批发销售的基础上，
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村党支部
书记姜永正表示，姜家村三面环山，土
地多为含有富硒土壤的千层岩风化
田，极其符合小米生长环境，长出的小
米口感醇香、营养丰富，名气在外。自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成立后，村里就开
启了电商销售的模式，让原来每斤仅
售7块钱的小米成功“镀金”，价格卖
到每斤12—15元。随着品牌知名度
不断提高，市场上的小米也是供不应
求，村庄便动员村民加大了合
作社成员的入股和种植，
大幅提高了小米产
出。如今，全村小米
种植面积达300亩
以上，每年收获小
米10万余斤。

小米的广泛
种植，带动的不
仅是种植户的收
益，也让因小米延
伸出来的传统加工
产业收获颇丰，由于
订单纷至沓来，村民们
纷纷走起了“转型升级”的道
路。

金秋时节话丰收，到村庄走一
走，遍地金灿灿的土地里承载着丰收
的喜悦，诉说着春华秋实的故事，在
乡村振兴的语境下，农民们的致富之
路越走越宽。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任雪
娜 通讯员 吴延朋）金秋九月，葡酒飘
香。在素有“酒界奥斯卡”之称的比利
时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上，蓬莱
产区喜获“丰收”，斩获布鲁塞尔大奖赛
五枚奖牌。其中，大金奖2枚、金奖2
枚、银奖1枚，大金奖数量占据该奖项
中国区总数的三分之一。

仙境美酒不只飘香国外，2020蓬
莱国际葡萄酒节也拉开帷幕，蓬莱产
区同样迎来“丰收”。与山东省土地发
展集团子公司山东土地乡村振兴集团
签订合作协议，蓬莱丘山谷乡村振兴
项目落地开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胶东）葡萄酒研究院正式揭牌，开启
蓬莱高效农业发展新征程。中国酒业
协会授予蓬莱产区“中国葡萄酒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区”称号，“国字号”名片
再次花落仙境，成为国内首个获此殊
荣的产区。葡萄酒技术委员会会员、
国内知名专家等产业智囊团“论剑”蓬
莱，为产区发展出谋划策……

仙境金秋季，丰收正当时。2020
蓬莱葡萄酒庄采摘季已正式开启，产
区内近20家风格特异的葡萄酒庄围
绕“我的酒庄漫生活”主题，推出葡萄
采摘、葡萄酒品鉴、酒堡度假、美酒自
酿、周末party等五大板块金秋特色
酒庄游产品，为游客提供特色葡萄酒
文化体验。“今年气候整体较为适宜，
有着良好的降水、温度和明显的昼夜
温差，葡萄品质不错！”泰生小镇总酿
酒师杨淳清介绍。2020年蓬莱农民

“丰收节”也即将启幕，丰收市集、酣畅

歌舞会、农俗体验、农业科普讲座、特
色长桌宴……丰富多彩的活动，尽显
丰收的喜悦。

小葡萄丰收串联大产业
发展，海岸产区酿出“蓬
莱风味”。蓬莱的
土壤、光照和温
度都非常适合
葡萄生长，是
公 认 的 能 够
生产高品质
酿酒葡萄和
葡萄酒的地
区，被称为“世
界七大葡萄海
岸”之一。作为
中国葡萄酒名城，
近年来，蓬莱依托优
越的区位资源优势，构建和
规划了“一带三谷”产业格局，以“优质
产区、特色葡园、精品酒庄、标准引领”
为主攻方向，致力于打造蓬莱葡萄酒海
岸产区品牌和特色风味，“蓬莱葡萄”和

“蓬莱海岸葡萄酒”获得国家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一带三谷”获得“中国葡萄
酒小产区”认证。引进中粮长城、法国
拉菲、香港利雄集团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落户，蓬莱已成为国内葡萄与葡萄酒产
业集聚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目前，蓬莱已拥有包括拉菲瓏岱酒
庄在内的精品酒庄33个，发展葡萄酒生
产企业近60家，优质标准化酿酒葡萄
基地8万亩，产业综合收入达45亿元，
葡萄酒文化旅游人次突破200万人次。

小葡萄串起大产业
蓬莱迎来“紫色”丰收季

金色谷浪迎丰收
海阳大侯家村300亩谷子产量超16万斤

稻花香里说丰年
莱阳吕格庄镇江汪庄村旱稻喜获丰收

海阳村民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海阳村民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YMGYMG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逄苗逄苗 通讯员通讯员 姜雅静姜雅静 摄摄

莱阳矮砧苹果喜获丰收莱阳矮砧苹果喜获丰收。。 莱阳梨飘香引来游客纷纷定制莱阳梨飘香引来游客纷纷定制。。

福山农民欢庆丰收节福山农民欢庆丰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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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节开幕丰收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