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家户户都有种植，“怀旧的苹果”因市场差异化表现50年后“重出江湖”——

冯家村40多亩“印度青”热销
本报讯（通讯员 侯心怡

YMG全媒体记者 权立通）金
秋时节，张格庄镇冯家村的果
园几乎每天都有前来采买一种

“怀旧的苹果”的客商。面对这
些四面八方前来抢购的客商，
村干部有点犯难：“俺的‘印度
青’苹果不愁卖，想大批量收购
可是没有货。”

上世纪 90 年代左右，在
中国多数地方，都流行吃这么
一种苹果。它的果色为青色，
果皮上带着星星点点的糖渍
印迹，果形扁圆，个头儿不大，
但握在手里沉甸甸的。当年，

城里的大街小巷都在卖这种
苹果，农村的各大果园也都在
种这种苹果。这种苹果的名
称叫“印度青”，在上世纪60-
70年代，曾经是我国北方苹果
产区的主栽品种之一。印度
青苹果源于印度，由于苹果浑
身青色，所以被叫成“印度
青”。在上世纪 60年代的时
候，印度青苹果就已经传入中
国，并在中国进行广泛种植。
后来随着红富士品种的崛起，

“印度青”和其他老品种一样，
在胶东地区的种植规模逐渐
减少，只有少数农户家里还有

零星种植。
不过，在张格庄镇冯家村，

现在还可以看到它的踪影。冯
家村印度青种植历史悠久，长
达50年。近年来，一部分消费
者渐渐吃腻红富士苹果，市场
开始追求“差异化”。作为久远
时代的苹果大神和儿时的回
忆，在市场的呼唤下，印度青苹
果又开始“重出江湖”，冯家村
村民看到了商机，遂家家户户
开始种植，由于管理经验丰富，
冯家村的印度青产量高、品质
好，名气越来越高。目前全村
种植面积达40余亩，几乎家家

都有几棵。
印度青在鲜食苹果中甜度

最高，吃起来基本没有酸味。
除了甜度，另外一个优势就是
硬度高，耐储存。随着储存时
间延长，它的果肉会慢慢变透
明，甜度也会越来越高，出现糖
心。所以这是一个老少皆宜的
苹果品种。

印度青是很多 60后、70
后、80后儿时的记忆，它甜甜
但不太脆的口感，很容易让人
想起小时候苹果的味道。这款
可用来怀旧的苹果，今年在冯
家村已经喜获丰收，开始采收。

严打超限超载

连日来，区公安集中开展
了货车超限超载交通违法整
治行动，重点加大对重型载货
汽车、渣土车、工程运输车的
检查力度，严查超载超限、不
按规定悬挂、安装号牌，非法
改装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对
查处的严重违法车辆严格落
实“一超四罚”，切实形成治限
治超高压严管态势，确保辖区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形 势 持 续 稳
定。截至目前，共查处严重超
载 78 起，其中百吨王（车货总
重超过100吨）5起。

YMG 全媒体记者 姜
晓 通讯员 张玉晶 摄

区应急局开展
纺织、服装类行业
安全生产宣讲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姜晓
通讯员 王霖）10月20日，区应急管理
局在烟台厚仁警示教育基地举办全区
纺织、服装类等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巡回宣讲。全区纺织企业负责人，区、
镇两级安全监管执法人员共95人参加
宣讲。

本次宣讲，邀请市安全生产专家组
专家，详细讲解了纺织企业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和防范措施，并对相关事故案例
进行了解读，帮助企业正确认识纺织行
业存在的风险，举一反三，查找自身存
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并尽快整改，进一
步杜绝事故发生。针对辖区纺织类企
业数量多这一实际，区应急局坚持分业
施策、精准管理，通过开展专题宣讲、加
大专项执法检查力度，提升此类企业安
全生产意识和管理水平，倒逼企业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全区纺织行业
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区人社局解读最新创业相关政策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姜晓）2020年全国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活动周于10月15
日正式启动，创业创新是国家
赢得未来的基础和关键。国家
要求要尽心支持每一次创业，
悉心呵护每一个创新。然而不
同的群体，想创业，你可知道相
关的创业政策呢？今天，就由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来对
相关政策进行解读。

高校毕业生创业

对创业毕业生普遍提供创
办企业、经营管理等培训，增设信
息技术、现代农业等领域课程。

推荐适合发挥毕业生专长
的创业项目，提供咨询辅导、跟
踪扶持、成果转化等“一条龙”
服务。

优先安排经营场所，政府
投资开发的各类创业载体安排
一定比例场地，免费向毕业生
提供，充分利用闲置资源提供
低成本场地支持。

加强创业资金保障，落实创
业担保贷款、创业补贴等政策。

高校毕业生参加职业技能
培训和创业培训，按规定给予职
业培训补贴，所需资金从职业技
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中列支。

农民工创业

对符合条件的返乡入乡创
业农民工，按规定给予税费减
免、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

贴息等创业扶持政策，对其中
首次创业且正常经营1年以上
的，按规定给予一次性创业补
贴，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的可
先行申领补贴资金的50%。

政府投资开发的孵化基地
等创业载体可安排一定比例的
场地，免费向返乡入乡创业农
民工提供，支持高质量建设一
批返乡入乡创业园（基地）、集
聚区，吸引农民工等就地就近
创业就业。

面向失业农民工开展定向
定岗培训、急需紧缺职业专项培
训，面向返乡农民工就近开展职
业转换培训和创业培训。农民
工可按规定在培训地申领职业
培训补贴、培训期间生活费补贴
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等。

对返乡入乡创业企业招用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登记失业
人员，符合条件的，按规定落实
税收优惠等政策。对入驻返乡
入乡创业示范基地等场所或租
用各类园区标准化厂房生产的
返乡入乡创业企业，各地可对
厂房租金、卫生费、管理费等给
予一定额度减免。

推动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
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业务逐步回
归本源，县域吸收的存款优先用
于返乡入乡创业。支持相关银
行对暂时存在流动资金贷款偿
还困难且符合相关条件的返乡
入乡创业企业给予展期。

进一步放开城镇落户条
件，对符合条件的各类返乡入
乡创业人员及其共同生活的配

偶、子女和父母全面放开落户
限制。增加优质教育、住房等
供给，解决返乡入乡创业人员
子女入学、居住等实际问题。

加强创业服务能力建设，
组织协调企业家、科技人员、创
业成功人士等成立创业服务专
家团队和农村创新创业导师队
伍，为返乡入乡创业农民工提
供政策咨询、开业指导等专业
服务。

加大农民工就业创业政策
落实力度，优化申领流程，精简
证明材料，确保政策便捷惠及
享受对象。

登记失业人员创业

小微企业当年新招用登记
失业人员等符合创业担保贷款
申请条件的人数达到在职职工
人数15%（超过100人的企业
达到8%），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
劳动合同，且无拖欠职工工资、
欠缴社会保险费等严重违法违
规信用记录的，可申请创业担
保贷款，贷款额度不超过300
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2年。

还款积极、带动就业能力
强、创业项目好的小微企业，还
可继续享受创业担保贷款贴
息，累计次数不得超过3次。

登记失业人员自主创业
（个体经营），可享受创业担保
贷款及贴息、税费减免、行政事
业性收费减免政策。

登记失业人员自主创业或
合伙创业，除助学贷款、扶贫贷

款、住房贷款、购车贷款、5万
元以下小额消费贷款（含信用
卡消费）以外，本人及其配偶没
有其他贷款的，可申请创业担
保贷款。贷款额度不超过20
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 3年。
合伙创业的，可根据合伙创业
人数适当提高贷款额度，最高
不超过符合条件个人贷款总额
度的10%。还款积极、带动就
业能力强、创业项目好的借款
个人，还可继续享受创业担保
贷款贴息，但累计次数不得超
过3次。

符合所有人创业的政策

支持微商电商、网络直播
等多样化的自主就业、分时就
业。鼓励发展基于知识传播、
经验分享的创新平台。通过
网络平台开展经营活动的经
营者，可使用网络经营场所登
记个体工商户。引导互联网
平台企业降低个体经营者使
用互联网平台交易涉及的服
务费，吸引更多个体经营者线
上经营创业。鼓励“副业创
新”。着力激发各类主体的创
新动力和创造活力，打造兼职
就业、副业创业等多种形式蓬
勃发展格局。支持线上多样
化社交、短视频平台有序发
展，鼓励微创新、微应用、微产
品、微电影等万众创新。引导

“宅经济”合理发展，促进线上
直播等服务新方式规范健康
发展。

我区举办2020年度
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会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姜晓
通讯员 林庆光）近期，由区退役军人服
务中心主办，吾戎集创退役军人服务中
心具体承办的2020年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适应性培训，在吾戎集创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服务中心正式开班培训。

在开班仪式上，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相
关领导为全体学员们做了动员讲话，并提
了培训要求，希望学员们能端正态度，珍
惜此次培训机会。通过适应性培训的学
习，尽快丰富思想，转换角色，提升业务能
力和技能水平，为建设福山福地福人居的
文明新福山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次适应性培训主要是以课堂教
学为主，重点组织学习党的创新理论、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政策、职业转型定位
等内容，同时安排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
长讲第一堂课，组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典型介绍经验，召开座谈会帮助理清就
业创业思路等。

培训结束后，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组织了小型专场招聘会，参加的招聘单
位有12家，现场达成就业意向的退役
军23人。

区公路中心
组织退休职工体检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姜晓
通讯员 邢孟伟）10月21日，在重阳节
即将来临之际，区公路中心组织近50
名退休职工进行健康检查，为他们送上
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

开展退休职工健康体检，是关心爱
护退休职工的具体表现，也是实现退休
职工“老有善养、病有所医”的重要举
措。近年来，区公路中心一直重视退休
职工家庭、生活情况，切实把对他们的关
心落到实处。此次体检主要包括：血压、
血常规、尿常规、血脂、血糖、肝功能、肾
功能、CT、心电图、彩超等多项检查内
容。为了保证做好此次体检工作，单位
相关部门提前与健康体检中心协商，制
定了详细的体检方案，体检过程中工作
人员全程陪同，对高龄和行动不便的退
休职工进行接送，真心、热心、耐心、细心
地把关怀送到退休职工心坎上。

此次健康体检工作，得到了所有退
休老职工的一致好评，也让老职工们真
切感受到了党和组织的关心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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