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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小麦安全过冬提供了墒情基础，利于果树储存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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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有故事，酒是文化。
老酒更是一直以来被称为液
体黄金，品相年份的差别意
味着价值的不同。目前家中
藏有老酒的市民，大都不明
确其价值，说不定你手中真
有高价位的老酒自己却没当
回事。也有的市民想找人鉴
定，又怕被骗，一拖再拖，因
不懂老酒的专业知识，随着

时间的推移，保存不当，难免
会发生品相破损、渗酒的现
象，价值随之降低，甚至成为
废品，令人惋惜。

为了满足众多市民的多
年诉求，为了弘扬酒文化，更
好地服务广大港城市民，我
们烟台人自己的老酒品鉴评
估回购中心正式成立。我们
拥有十多年的礼品回收经

验，专业的鉴定学者，免费为
您提供最满意的服务。回收
范围包括：各个年份的新老
茅台、五粮液、洋酒、2000年
以前的董酒、郎酒、剑南春、
泸州老窖、古井贡等老八大
五十三优名酒以及冬虫夏
草、同仁堂虎骨酒、安宫牛黄
丸、三鞭丸、阿胶、片仔癀等。

本次活动免费鉴定评估、

高价回购，市民认同可当场交
易并赠送精美礼品一份。快
带上您的藏品来交流、学习吧！
张老师：158-6535-7777
（微信同号）
地点：芝罘区华丰街46号隆
博酒业（振华商厦西门西
150 米）公交路线：9、12、
32、56、62、80路至烟台联
通大楼站点下车往东50米

陈年老酒价多高? 不鉴不估不知道
——咱烟台人自己的老酒品鉴 评估 回购中心，实体店面，值得信赖

买海参还是认准老品牌。眼
下正是传统的进补时节，为回馈
老客户，让市民吃上货真价实的
好海参，锦泰海参推出特价销售
活动：买海参有机会获赠全年《烟
台晚报》，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先
买先得。

锦泰海参处理一批深海小海
参，原价每斤2550元，现买二送
一（70-150头），折合每斤1700
元，买一组再送全年《烟台晚报》
一份。购买该套餐，每人每天吃
一个海参，可以吃四五个月。现
在购买，可以一直吃到明年春天，

非常实惠。
一、推荐套餐：纯野生即食海

参，原价每斤830元，现买五送
一，折合每斤690元，买一组再
送全年《烟台晚报》一份。本品是
当季大连野生鲜活海参高压而
成，未经过纯净水泡发，100%保
证了海参原有的鲜味，口感软糯
不脆，略带有海参原有的鲜味。

二、实惠套餐：烤干海参，原
价每斤2050元，现买二送一，折
合每斤1366元，买一组再送全
年《烟台晚报》一份。

三、传统套餐：老淡干海参，

原价每斤2200元，现买二送一，
折合每斤1466元，买一组再送
全年《烟台晚报》一份。

作为烟台本土的海参企业，锦
泰海参一直将信誉和质量视为生
命。锦泰海参拥有自己的海参基
地，从海底捕捞到水产加工、批发
零售，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公司成
立以来，一直为市民提供质优价廉
的海参产品。公司拥有完整的产
业链，控制成本能力强，多年来扎
根烟台服务市民，为老百姓提供货
真价实的海参产品，在消费者中已
经形成了良好的口碑。锦泰海参

推出的海参，绝对值得信赖。消费
者买回去如果发泡不满意，可以无
条件退货。同时，公司还提供代客
户发泡海参的免费服务，让消费者
无后顾之忧。

买海参，还是到实体店放心。
锦泰海参承诺：所有海参产品

确保质量，买贵给退！发泡不满意
还给退！另诚招各县市加盟商。

锦泰海参北马路店地址：北
马路与胜利路交叉口东北角，贵
和佰泓对面。公交线路：乘3路、
6路、11路、17路、18路、28路、43
路、46路、47路、50路、K61路，在

烟台日报社站点下车。
锦泰海参福山店地址：崇文

街（北二路）与民丰路交叉口，德
胜商城（金美瑞家具）西首对面。
乘车路线：31路、521路、303路
德胜商城下车西行100米路北。
电话：18353567737。

锦泰海参奇山店地址:奇山
中街 001号奇山早市南门向北
200 米 路 东 。 电 话:(0535)
6683535。

锦泰海参莱山店地址：莱山
区初家街道芳华园市场西门北9
号。电话：15763855874。

锦泰海参新品上市 买一组套餐再送全年《烟台晚报》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通讯员 毕庶刚 陈康）17
日 16 点至 18 日 17 点，全市普降
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平均降水
量 36.5 毫米。农业技术人员表
示，这场及时雨为小麦安全过冬
提供了墒情基础，也利于果树为
来年开花结果储存营养。

市水文局统计数据显示，各县
市区平均降雨量分别为莱阳市48.9
毫米、莱州市42.5毫米、招远市41.7
毫米、海阳市39.6毫米、龙口市39.0
毫米、长岛综合试验区 38.8毫米、
栖霞市 37.3 毫米、昆嵛区 33.3 毫
米、蓬莱区 32.2毫米、牟平区 29.4
毫米、开发区22.1毫米、芝罘区21.3
毫米、莱山区20.9毫米、福山区20.3
毫米、高新区 17.3 毫米。总体来
看，西部降雨高于东部。

今年以来，全市平均降水量
791.4 毫 米 ，比 去 年 同 期 偏 多
106.8%，比历年同期偏多19.0%。

“真是场及时雨，等于普遍浇
了一场越冬水。”市农技推广中心
农技站站长王廷利高兴地说，按照
小麦生长期，每年 9月下旬都是浇
越冬水的时间。但今年 9月下旬
以来，全市几乎没有有效降水，部
分地块儿已经处于干旱状态，“这
场雨虽然降得有点晚，但也算及时
充分。”

他表示，这场及时雨，为小麦
安全越冬提供了良好的墒情保障，
也有利于明年春季农田管理，更为
明年夏粮丰收奠定了基础。

“俗话说‘夜来秋雨肥过粪’，
这是场好雨。”市果茶站高级农艺
师田利光也很高兴。他说，苹果采
收后，果农已经施加了“月子肥”，
这场及时雨，能促进肥料吸收，保
证来年树体营养和花芽饱满。同
时，他也提醒，因前期部分地区干
旱，没来得及施肥的果农，可趁雨
及时补施。

36.5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史崇胤 通讯员 李娜 海波
兆平）18日，我市迎来初冬首场
雨，市区早高峰车辆通行压力骤
增。市交警支队根据恶劣天气
预案，提前安排全体警力上岗，
对市区主干道进行疏导。

据悉，在市区中小学附近的

主干道出现不同程度的拥堵情
况，市交警支队调派警力加大对
中小学附近道路的疏导，市区道
路均未出现大面积拥堵。

交警部门提醒广大司机，雨
天行车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控
制车速的同时，确保安全距离最
重要。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唐克 通讯员 周洪洋）记者昨日从
烟台海事局获悉，受大风天气影
响，烟台市气象台和烟台市海洋气
象台11月17日发布大风黄色预警
信号，烟台市海上搜救中心发布海
上风险黄色预警信息，烟台至大
连、烟台至旅顺航线客船于11月
18日上午9时起停航，预计19日上

午风力减弱后逐步恢复通航。
据预报，烟台——大连航线

海域 18日早晨到夜间：阴有中
雨，局部大雨；最大风力南风 6-
7级，傍晚转7-8级，半夜转西北
风 7-8级；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转大浪、大涌。19 日白天到夜
间：阴；最大风力北到西北风 6-
7级；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唐克 通讯员 乔靖）11月 18
日上午 10 时 14 分，交通运输部
北海救助局所属的“北海救
118”轮瞭望人员，突然发现船
头 300 米处有一艘翻扣船舶，
并有 3名遇险人员正站在翻扣

船体上呼救。
时间就是生命。“北海救

118”轮立即将情况报告局救助
值班室，并果断放艇前往救
助。用时不到 30分钟，迅速救
起 3 名遇险人员，并成功转移
给相关部门。

烟大航线受大风天气影响停航

全体交警冒雨上路疏导交通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曲彩云 通讯员 刘伟 王冰
如 王芳）11月 17日，受强冷空
气影响，烟台迎来入冬后首场降
雨，一夜疾风骤雨，给市区带来
遍地落叶。

记者从市城管局环卫管理

中心了解到，为尽快恢复市区环
境卫生整洁有序，及时清除因落
叶湿滑给市民出行带来的不便，
市区 3000余名环卫工人、150余
台环卫作业车辆，从凌晨 4时开
始打响落叶清扫“攻坚战”，累计
清理落叶200余吨。

北海救助局救起3名遇险人员

名环卫工凌晨清扫落叶3000

通世路上市民冒雨出行。YMG全媒体记者 金海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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