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苹果再次荣获国字号招牌
品牌价值超过145.05亿元，连续12年蝉联果业第一品牌

为了让购买幸福岛海参的
顾客享受到最大的优惠，即日
起，所有海参开始全面大型优惠
活动，99元就可以抢到4斤野生
即食海参，每人限购1份。

本次活动不仅价格低，而且
全是高品质海参，市民可以放心
买到货真价实的好海参。消息
传出后，不少市民早已按捺不
住，“厂家直销，机会难得”。厂
家承诺，在海参生产的每一个环
节层层把关，保证所有海参全部
是高品质的。

想要购买海参的市民不要
再犹豫了，哪里也买不到这么优
质的高刺淡干海参，哪里也享受

不到这么便宜的价格。
幸福岛海参的品质和价格

没得说，老百姓偏爱大高刺。
连日来，打电话（0535-

3066686）购买海参的顾客最关
心的只有两个问题，质量和价
格。幸福岛高刺淡干海参深受
顾客的欢迎。工作人员表示，无
论是自己食用，还是馈赠亲友，
都是不错的选择。

幸福岛海参品种琳琅满目，
可以满足老百姓的各种需求。
在价格方面，特推出大型优惠活
动如下：

1.野生即食海参99元4斤
（每人限购1份）

2.150头到200头淡干海
参特价999元/斤（特点：头数
多，价格实惠，一根平均5元左
右）

3.高涨发老淡干海参原价
2760元 1斤，现在搞活动买1
斤送1斤，折合每斤1380元（特
点：高涨发自然晒干，想怎么泡
发就怎么泡发，不会发海参的也
能发好，是烟台老百姓喜欢的海
参）

4.纯淡干海参原价3100元
1斤，现在搞活动买1斤送1斤，折
合每斤1550元(特点：海参肉质
厚，口感好，涨发好，头数自行选
择30头到80头，自己吃送朋友

都是首选)
5. 高刺纯淡干海参原价

4000元1斤，现在搞活动买1斤
送 1斤，折合每斤2000元（特
点：海参生长年限长，营养价值
高，全是大高刺，涨发特别好，海
参最好的级别）

地址：一店：芝罘区胜利路深
蓝数码酒店一楼（日报社对面）

二店：芝罘区幸福祥和中学
对面御生堂一楼

三店：长岛连港街11号（长
岛港对面）

抢购热线：0535-3066686
（五区免费送货上门，不满意全
额退款）

99元4斤！幸福岛野生即食海参惠民购
厂家直销，机会难得 大型优惠活动套餐多，质量和价格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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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逄苗 通讯员 孙洪安）昨日从市
市场监管局传来消息，国家知识
产权局日前公布地理标志运用促
进重点联系指导名录，山东省共
6个地理标志入选，烟台苹果榜
上有名。国家知识产权局和省市
场监管局将分别予以重点指导联
系和政策扶持。这是烟台苹果继
今年9月获准筹建首批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以来，获得
的又一国字号招牌。

今年以来，市市场监管局充
分发挥地理标志制度优势，大力

发展特色产业，积极打造区域品
牌，全市地理标志工作在扶贫兴
农富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狠抓品牌创建、加大监管扶
持、强化宣传推介等措施，烟台苹
果等一批地理标志价值不断提
升，真正成为区域经济的“助推
器”和兴农富农的“金招牌”。目
前，全市大约有81万户、172.5万
人从事苹果种植，苹果栽培面积
282万亩，产量570万吨，年出口
量30余万吨。在2020年中国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中，
烟台苹果品牌价值超过145.05

亿元，连续12年蝉联果业第一品
牌。

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将进一
步推进地理标志运用，围绕地方重
点支柱产业，建设一批地理标志运
用促进工程重点项目，突出示范引
领、以重点突破带动全盘，总结形
成一批地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工
作先进经验和成功案例，探索地理
标志“标志-产品-品牌-产业”发
展新路径，更好地推动地理标志与
特色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历
史文化传承有机融合，推动“烟品
出烟”“烟品出境”。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通讯员 薛云鹏）“一万八
一次，一万八两次，一万八三次，
成交！”昨天上午，随着主持人的
一锤定音，一个苹果卖出了1.8万
元的高价。这一幕发生在烟台百
年古树苹果慈善拍卖现场。

这个苹果来自中国树龄最长
的苹果树。2019年5月，蓬莱区
刘家沟镇乌沟苗家村一个100年
以上树龄的苹果古树园被发现，
其中树龄最大的1株，经反复调
研、多方考证，确认其树龄为138
年。苹果古树是不可再生的自然

和文化遗产，是了解我国苹果栽
培历史的“活档案”，对促进我国
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
科学和历史文化价值。

为通过百年古树苹果系列拍
卖活动推介百年果树，宣传烟台
苹果的历史和苹果产业高质量发
展成果，推广烟台苹果品牌，昨
天，蓬莱区政府、烟台市农业农村
局举行“烟台百年古树苹果慈善
拍卖启动仪式”活动。同时，百年
古树苹果也将在阿里拍卖平台面
向全球进行公开网络竞价活动。

近年来，我市加大力度推动

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财政专项
支持资金累计达到3.15亿元。全
市更新改造老龄果园93万亩，建
设标准化示范果园297处，一体
化建成烟台苹果科技创新中心、
大数据中心、展示交易中心和苹
果文化博物馆，烟台苹果走上了
由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效益增
加的转型之路。下一步，我市还
将推动烟台农业迈向产业化、标
准化、规模化、绿色化、科技化和
品牌化，让烟台苹果成为助力乡
村振兴的致富果、幸福果，让农民
们的生活越来越红火。

百年苹果古树单果拍出1.8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宁欢 摄影
报道）近日，蓬莱公路中心抓住
冬季晴好天气的有利时机，做到

“四到位”，确保国省道干线公
路管养品质再提升。

日常管养到位。开展公路的
日常养护和预防性养护工作，强
化人、机协调保洁作业，及时清理
路肩边沟垃圾、堆积物，清理路边
落叶杂草，修补路面坑槽，疏通公
路涵沟。对公路两侧占道经营、
乱堆乱放、乱设非标等影响公路
交通安全的现象及时制止。

巡查监管到位。应用“三位
一体”模式，主动作为，提高路面
巡查力度和密度，随时通过路网
中心了解路况，及时处置安全隐
患。加强对路域建设项目安全监
管，密切联系镇街部门、交警部
门、综合执法部门，对易发生漏
撒、粘带路段加强巡查监管力度，
改善路域环境。

隐患排查到位。坚持“消除
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原则，
开展公路、桥梁安全检查。根据
公路特点，排查风险源。对检查
中发现的隐患和问题，及时提出
意见，整改到位，确保辖区公路及
其设施处于良好技术状态。

应急抢险到位。完善清雪防
滑应急预案，做好除雪防滑物资

储备工作，对防滑除雪机械设备
全面进行检修，确保设备处于完
好状态。同时，要做到切实加强
公路交通的雨雪恶劣天气预报预
警，及时向社会公众提供预警信
息和出行安全提示，严格落实值
班制度，保持通信工具畅通，为有
效预防和第一时间处置突发事件
提供保障。

蓬莱公路提升国省道干线管养品质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金海善 通讯员 沁雨）为
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积极倡导生命至上、安
全第一理念，结合第十个122

“全国交通安全日”，福山区道
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委员会
决定从即日起开展“发现交通
安全正能量”暨“文明好司机”
有奖评选活动。

此次活动由福山区道路交
通安全综合治理委员会主办。
即日起至12月7日，具有福山
区户口或居住证的居民（交警
大队工作人员不得参与此次活
动）均可参加活动。活动由福
山区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委
员会办公室提供100个安全头
盔作为奖品。

“文明交通传播”奖的参
与办法：关注福山交警公众
号，将此次有奖评选活动信息
转发到朋友圈、微信群，并截
图 发 至 fsjjzhk@163.com。
发送邮件的标题请注明：参与
有奖评选（题目标注不规范的
视为无效）。邮件同时注明参
与者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现
居住地、联系电话。

评选办法：根据同一微信
号转发微信群（同一微信群重
复转发的视为一次）的数量从
多到少，选取前10名为获奖
者；根据转发朋友圈积赞（不
多次累计）的数量从多到少，
选取前10名为获奖者。以上
参与者转发的数量一致的，按
照报送的先后顺序确定获奖
者名单，每名获奖者奖励安全
头盔1个。

“发现交通安全正能量”
奖的参与办法：发现身边交通
安全正能量的人或事（近3年
的均可），并通过照片、视频记

录下来，发至 fsjjzhk@163.
com（每名参与者的投稿数量
不限）。发送邮件的标题请注
明：参与有奖评选（题目标注
不规范的视为无效）。邮件同
时注明参与者的姓名、身份证
号码、现居住地、联系电话。

评选办法：福山区道路交
通安全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根
据照片、视频的内容、质量研
究确定10名获奖者名单，每
名获奖者奖励安全头盔1个。

“文明好司机”奖（面向三
轮车驾驶员）的参与办法：①
参与者必须具有三轮车驾驶
证（D证）且状态正常；参与者
名下有牌证齐全的三轮车且
状态正常；2021年以来没有
驾驶三轮车载人的违法记
录。②参与者提供 2 张照
片。一张为参与者与三轮车
的合照（照片要完整显示车辆
牌照），一张为参与者的驾驶
证、行驶证的内页照片。将2
张 照 片 发 至 fsjjzhk@163.
com。发送邮件的标题请注
明：参与有奖评选（题目标注
不规范的视为无效）。邮件同
时注明参与者的姓名、身份证
号码、现居住地、联系电话。

评选办法：福山区道路交
通安全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对
参与者提供的照片进行审核，
并按照报送的先后顺序确定
70名获奖者名单，每名获奖
者奖励安全头盔1个。

活动结束后，福山区道路
交通安全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将通过福山交警公众号公布
获奖者名单和奖品领取办法，
请参与者随时关注。

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费
用，报送的相关作品等一律不
予退回。

福山区开展“文明好司机”有奖评选活动
100个安全头盔作为奖品奖励参与者

我为群众办实事
办实事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