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冻害、干旱让茶叶减产 价格普遍涨3成
本报联合厂家让利读者，首批春茶已运抵内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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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健

5月31日，朝鲜高丽航空JS561次
航班顺利抵达济南，平壤至济南航线

成功开通。据悉，济南至平壤航线为旅

行社包机航线，4080元在平壤、妙香山、

开城三地游玩四天，可以品尝开城特色

铜碗套餐、平壤烤肉等特色美食。因为

朝鲜尚未开通自助游，因此在朝鲜期

间，游客需全程随团活动。

济南1 . 5小时直飞平壤

5月31日，济南至平壤包机航线

开通，全程1个半小时。济南机场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该航班机型为73座的

安-148，15:00由朝鲜平壤出发，16:40
抵达济南机场；18:10由济南起飞，19:
40返回平壤（均为当地时间）。

据介绍，朝鲜高丽航空商社是朝

鲜的国有航空公司，也是朝鲜唯一一

家航空公司，朝鲜的国内航线均由高

丽航空独家经营。据悉，之前济南市

民要想去朝鲜旅游，只能到北京、上

海、沈阳、青岛等地坐飞机；或者在济

南西站乘坐G1232次高铁到丹东，再

从丹东坐火车到平壤。

飞机上配3名朝鲜空姐

据了解，安-148飞机73座，属于

中短途喷气式支线客机，由乌克兰安

托诺夫设计局设计，被称为“金正恩

专机”的选定机型。该机型机身比常

见的波音、空客飞机短小，客舱设8个
头等舱座椅，经济舱蓝色装饰，整体

空间较为狭小，旅客站起身容易碰到

上方的行李架。济南机场相关工作人

员说，后期济南至平壤航班将改为

176座的图-204机型。

5月31日，随着安-148飞机一同

来济南的还有3名漂亮的朝鲜空姐。

左胸前统一佩戴着印有金日成、金正

日的红色胸章，右胸前挂有金色的

“高丽航空”标牌。她们化着精致的淡

妆，时不时露出甜美的笑容。她们经

过中文培训，日常交流没有问题。

想去朝鲜游必须跟团

据悉，济南至平壤航线为旅行社

包机航线，朝鲜国际旅行社负责接

待。“市民要想到朝鲜旅游，必须通过

旅行社，因为朝鲜没有开通自助游。”

旅行社负责人杨先生介绍，市民提供

护照、身份证、白底2寸彩照2张，旅行

社协助办理签证。他说，即使从丹东

坐火车到平壤，也需要办理签证。

据介绍，在朝鲜期间，游客需全

程随团活动，旅游期间不允许私自离

团，不与外籍人士同行参团，更不允

许客人亲属临时上车参团。新闻媒体

工作人员在无朝鲜方面特殊邀请的

情况下，禁止任何形式的采访，决不

允许擅自进入朝鲜百姓的家中。

4080元三地四日游朝鲜

据介绍，旅行团团费4080元，包

括往返机票和食宿。“3天晚上都住在

平壤。”旅行社负责人杨先生说，游客

活动不能离酒店太远，周边都有安全

局工作人员。

据悉，游客主要在朝鲜平壤、妙香

山、开城游玩。游客将游览国际友谊展

览馆，馆内展览的是世界各国首脑、政

界、社会界人士赠送给金日成和金正

日的20多万件珍贵礼品；欣赏朝鲜的名

山妙香山；参观中朝友谊塔，向中国人

民志愿军敬献花篮；参观金日成广场、

万寿台大纪念碑，体验平壤地铁，观看

表演；游览南北军事分界线等。

“游客可以品尝开城特色铜碗

套餐、平壤烤肉以及人参炖鸡等朝

鲜特色美食。”杨先生说，其他餐食

和韩国菜差不多。

□记者 段婷婷

“今年茶叶咋都涨价了呢？”

近日，不少市民在购买春茶时发

现，今年春茶价格涨了不少。据

悉，受去年冬天冻害以及今春干

旱的影响，山东本地茶叶产量减

少一半，价格大概涨了3成左右。

不过，为了让读者能够平价喝到

好茶，本报联合甲子山茶叶有限

公司让利读者，将今春首批春茶

带到内购会，平价销售给读者。

想喝平价好茶的市民千万不要

错过本周末内购会。另有广西横

县茉莉花茶也将让利销售。

隔绝污染

汽车不准开上山

此次内购会供应的日照绿

茶均来自甲子山茶园示范基地。

充足的光照,加上含有丰富有机

质和微量元素的土壤,以及自然

的种植方法、精细的炒制工艺等

等,使得甲子山绿茶有着浓郁的

板栗香、豌豆鲜味。而春茶因为

经过漫长冬季的洗礼，茶树叶芽

生长的特别缓慢，因此品质好，

价格也相对较高。

为了验证茶叶品质，本报记

者曾亲自到日照甲子山有机茶

生产基地探访。该基地坐落在风

景秀丽的日照甲子山风景区，与

别的地方不同，甲子山有机茶茶

园都生长在海拔四百多米的茂密

松树林里，生态原始，与世隔绝，未

遭到任何工业和农药的污染。

基地负责人赵炳冯规定：

“汽车是绝对不准开上山的，尾

气排放会污染环境，也不允许人

上山。除非不得已必须上山，但

也不准抽烟、不准‘方便’。”

赵炳冯介绍说，“我们的茶

叶口感好还与土壤有着很大的

关系。”据介绍，这里的沙壤土比

较多，PH值都在4 . 2到6 . 5之间，

属于微酸或者弱碱性土壤。据了

解，有机茶的种植标准中对于土

壤PH值的要求为不低于4 . 5，不
高于6 . 5，而在甲子山不光是有

机茶，普通绿茶也几乎能够达到

这样的标准。

在其厂房内，早上新鲜采摘

的茶叶经过摊青、杀青、揉捻、干

燥、包装等流程后制出新鲜的有

机绿茶。据介绍，“我们的茶叶严

格按照有机茶叶的加工、保存、

包装的技术规范要求生产而成，

在加工过程中不使用任何添加

剂、色素以及香精、矿物质等；经沸

水冲泡，也丝毫无损绿茶清澈绿

亮的汤色和清淡悠长的香味。”

市场价普遍涨3成

本报联合厂家让利

随着茶品越来越受到欢迎，

价格也节节推高，尤其是最为珍

贵的春茶。据了解，不少茶叶从

出厂到零售店内，价格翻番甚至

涨几倍都有可能。据悉，中间环

节较多是重要原因，代理商、经

销商层层加价，致使价格不断飙

高。除此以外，流通环节的各类

费用也很高，例如进店费、仓储、

房租等成本都要加到茶叶利润

中去。这就导致市民喝茶的成本

也在不断上升。

“今年情况还比较特殊，茶

叶价格比去年涨了不少。”商场

孙先生介绍说。“去年冬天冻害严

重，不少茶树被冻死。”赵炳冯介绍

说，另外今年春天又干旱异常，两

种因素叠加导致茶叶产量相比去

年减少了一半左右。因此，今年茶

叶价格比去年上涨了3成多。

为了回馈读者，生活日报内

购会将于本 周 末 举 办 日 照 绿

茶、茉莉花茶专场。为了让读者

能够享受到最低的价格，本报

与产地直接接洽，通过大宗订

货、所有茶品均由厂家直接供

货。去除中间环节，同时没有进

店费、仓储费、代理费等各项费

用，另外在包装上采用简包装，

因此价格压缩到最低。

另外，本报与厂家联合让

利，内购会价格直降到底，爆款

日照绿春茶只需要 7 5元 /斤。

同时，内购会上还有来自广西

横县的优质茉莉花茶，也将以

最低价提供给读者，爆款茉莉

白芽仅需40元/斤。

□记者 田晓晨

生活日报6月 1日讯

本报联合“中华泰山号”举

办的日韩游，引发不少读

者对豪华邮轮的好奇，同

时大家也对这种时尚的旅

游方式充满了向往。本次

“中华泰山号”豪华邮轮共

有9大特色服务，记者带您

去具体了解一下。

乘坐豪华邮轮旅行，是

最早在国外兴起的一种旅

行方式。邮轮不仅仅是旅游

的交通工具，更像一座移动

的城堡，邮轮上的生活本身

就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400多间特色舒适的客

房，随叫随到的点餐服务，

纵情的剧院和演艺场，清澈

见底的游泳池和环绕的沙

滩椅，飘着手磨咖啡幽香的

咖啡厅，回荡着悠扬钢琴声

的音乐吧，动感十足的健身

房，充满着孩子欢笑得儿童

娱乐场，摆满几百种商品的

免税商店……这就是“中华

泰山号”9大特色服务，让您

在海上享受五星级宾馆的

服务和待遇。

在邮轮上，面对碧波

荡漾的大海，享受温暖的

阳光，一本书或是一杯咖

啡就可以让您尽享假期的

休闲。对于热恋或是刚结

婚的新人来说，本次航程

之一的济州岛是不可不去

的地方，在被称为“浪漫之

岛”的济州岛一定留下最

美好的回忆。对于喜爱人

文和历史的市民来说，本

次邮轮之旅第二站长崎，

也是一个不得不去的地方。

长崎因为二战落下的那颗

原子弹闻名于世，和平公园

的广场，各个国家赠送的雕

像都很值得一看，您还可以

遥望原子弹掉落处，感受和

平的意义。

本次日韩游豪华邮轮

从青岛出发，航行时间为6
月23日至6月27日，分别在

韩国济州岛和日本长崎进

行观光，还包括公海游弋

一天，最后返回青岛，总行

程为五天四晚。

“中华泰山号”整个邮

轮可容纳千余人，舱房分

为标准间、三人间以及四

人间。目前邮轮报名进入

高峰期，内舱四人间、豪华

套房已经售罄，其余舱型

可供读者随心选择，最低

2 4 9 9元起，想要出行的读

者要抓紧啦。本次出行要

求市民必须具备护照，没

有护照的市民要提前去户

口所在地的公安局出入境

大厅办理。

报名地址：泺源大街2
号大众传媒大厦26楼生活

日报读者俱乐部

咨询电话：85193404
85193868

豪华邮轮到底“壕”在哪？
9大特色服务感受“星级”待遇，报名抓紧啦

济南至平壤包机航线近日开通
4080元朝鲜四日游，游客需全程随团活动

生活日报读者内购会春茶专场

扫一扫加入
生活日报内购会

活动时间：6月4日、5日（本周六、

日）8：30开始

活动地点：历山路大众传媒大厦

东裙楼南侧露天广场（济南市历下区

人民法院北临）

乘车路线：乘坐2路、79路、103
路、k59路在历山路和平路站下车，

沿历山路方向南行20米路西；乘坐18
路、75路、103路、110路、123路、k94
路在文化西路东口站（历下大润发）

下车，沿历山路方向北行100米路西；

乘坐brt2路、brt3路在文化东路西口

站（历下大润发）下车，沿历山路方向

北行50米路西。

咨询电话 : 8 5 1 9 6 2 3 6 / 6 2 3 7、
18866890007
日照绿茶内购价

绿茶1号 市场价160元/斤，内

购价75元/斤
绿茶2号 市场价350元/斤，内

购价180元/斤

绿茶3号 市场价500元/斤，内

购价260元/斤
花茶内购价

茉莉白芽 商场价70元/斤，内

购价40元/斤
茉莉版纳王 商场价130元/斤，

内购价85元/斤
茉莉白雪飘香 商场价210元/

斤，内购价100元/斤
茉莉茶王 商场价570元/斤，内

购价320元/斤
茉莉白

雪公主礼盒

商场价150
元/提，内购

价90元/提
茉莉茶

王礼盒 商

场价310元/
提 ，内 购 价

180元/提

济南至平壤包机航线日前开通。 通讯员 杨怡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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