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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壹家农场 品十全乌骨鸡
活动期间乌骨鸡139元/只，买一只送一只
□生活日报记者 吴双

自2016年壹家农场进军农副
产品市场后，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
喜爱，为了让消费者能够长期食用
到美味健康的禽肉和蛋，“壹家农
场”创始人张德玉在济南万德镇创
办了山林里的散养基地，并且引进
了“十全”乌骨鸡，目前该基地已经
落成使用，乌骨鸡也到了可以食用
的年龄。

值得一提的是，中秋节来临之
际，张德玉为感谢新老客户对他长
期以来的支持,特推出乌骨鸡买一
只送一只的活动，数量有限，速来
抢购吧。

壹家农场给读者

从农场到餐桌的便捷

据了解，2019年3月壹家农场
与兴文凤祥山地乌骨鸡发展有限
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养殖技术互通
有无。目前共同培育养殖乌骨鸡数
量近百万只，建立起了从农场到餐
桌全产业链食品安全体系。双方集
兴文山地乌骨鸡原种保护、繁育提
纯、种鸡饲养、饲料加工、商品鸡孵
化放养、屠宰加工于一体做出了服
务一条龙体系。

“为了更好地服务济南市
民，让济南市民品尝到真正的自
然散养的土禽和土鸡蛋，壹家农
场于2018年底在济南长清区万
德镇武庄选用了一处山体作为
养殖基地，经过基础修缮后，于

2019年初投入使用。山体面积大
概2000亩，海拔500米左右，用于
养殖畜禽。其中，壹家农场倾力
打造了具有地方特色品种兴文
凤祥山地乌骨鸡产业，向消费者
全力提供最保健、最滋补、最绿
色的美味食品，将兴文凤祥山地
乌 骨 鸡 缔 造 成 高 价 值 美食品
牌。”张德玉说。

壹家农场的乌骨鸡

满满的都是大自然的味道

据《兴文县志》记载和宜宾出土
文物陶鸡等资料，兴文乌骨鸡是四川
省宜宾市兴文县的著名特产，该鸡种
有1000多年的历史。其鸡体型较大，
体质结实，健壮，冠型大多为单冠，复

冠很少。大多数喙、冠、肉髯、睑、胫、
趾、皮肤和舌头为乌黑色，屠宰后可
见肉乌、骨乌和内脏乌(群众称十全
乌骨鸡)。

提起乌骨鸡张德玉显得有些激
动，“站在基地的最高处，山谷两侧树
木郁郁葱葱，空气格外清新，山林下
一大群散养的鸡自由欢快地歌唱，悠
闲地觅食。这里是原生态的福地，也
是壹家农场创位于济南长清区万德
镇的生态养殖基地。”乌骨鸡就生长
在这样一个无污染的环境是中，因此
壹家农场的乌骨鸡品质完胜于市面
上的鸡，堪称鸡类中的“金凤凰”。

兴文乌骨鸡肉质细嫩多汁，而
且富含必需氨基酸和必需脂肪酸、
钙、铁、锌、硒等多种微量元素，以
及多种维生素，特别是风味氨基
酸、黑色素、硒和维生素E等含量明
显高于普通鸡，是高蛋白、低脂肪、低
胆固醇的营养保健食品，具有营养、
滋补、美食、保健、美容等功效。

金秋九月送豪礼：

139元的乌骨鸡买一赠一

为庆祝壹家农场与凤祥集团达
成合作意向，同时随着中秋佳节的来
临，壹家农场特推出金秋九月巨惠活
动：“凡阅读本版面读者可享受凤祥
集团旗下‘兴文山地乌骨鸡’买一赠
一活动！原价189元/只，现凭本版面
拍照图片发送给壹家农场微信客服
(微信号：15953153271)，可享受139
元买一赠一免费配送到家的超值优
惠。数量有限，售完为止。”

土禽零售价格如下：

1

【散养公鸡(180
天以上)毛重3-
3 . 5斤左右，净重
2 . 5-3 . 2斤左右】

119元/只

2

【散养母鸡(700
天以上)毛重3-
3 . 5斤左右，净重
2 . 5-3 . 2斤左右】

129元/只

3

【 散 养 芦 花 鸡
( 180天以上)毛
重2 . 5-3斤左右，
净重2-3斤左右】

139元/只

4

【散养乌鸡(180
天以上)毛重2 . 5
-3斤左右，净重2
-3斤左右】

139元/只

5
【家养大鹅，毛重
7-8斤左右，净重
6-7斤左右】

219元/只

6
【家养麻鸭，毛重
3 斤 左 右 ，净 重
2 . 5斤左右】

139元/只

7【 乳 鸽 ( 2 只 起
送)】 98元/2只

活动期限：
2019 . 9 . 2—2019 . 9 . 30

读者服务咨询热线：
0531-58191828；15953153271

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
济南市长清区文昌街道对
辖区农村道路清扫、垃圾清
运市场化运营，乡村面貌巨
变———“牛皮癣”不见了，三
大堆消失了，一组组垃圾桶
就像哨兵守护着岗位，身着
橙色工作服的保洁员穿行
在大街小巷之间……

2017年，文昌街道率先
实施农村环卫市场化，以
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
进康洁环卫集团进行运
营，负责62个村居的保洁
工作，并对保洁员实行统
一培训与管理。为做好农
村环卫一体化工作，文昌街
道妙招频出。

网格管理，促进环卫工
作规范化。文昌街道根据区
域范围，划分大网格7个、中
网格59个、小网格220个，每
个小网格由一名保洁员负
责；如遇垃圾死角、三大堆
等无法单人完成的任务，网
格管理员将抽调附近网格
员集中行动。“责任明确，保
洁质量大大提高！”陈庄村
的陈书记说，通过网格化管
理，村内环境显著改善。

树立典型，带动清洁家
园积极性。清晨6点，潘庄村

的潘大姐就开始打扫庭院
了。她说：“村里开展出彩人
家示范户评比，俺不能落
后！”文昌街道把环境提升
与评选出彩人家活动、乡村
振兴和样板示范村打造相
融合，将其作为示范户推选
的重要参考指标，并坚持卫
生评比结果张榜公示，极大
调动了村民积极性。

一线巡查，松紧有条显
成效。文昌街道在成功引进
企业托管后，放手而不松
手、放权而不放任，强化对
康洁公司督导。城管委和环
卫一体化办公室，坚持工作
重心下移，践行“一线工作
法”，一天一巡查，一周一调
度，一月一考核，帮助、督促
保洁公司开展工作。

据介绍，今年以来，辖
区内经十西路南段和省道
104共补植苗木1000多棵，
新铺设草皮砖4000多平方
米；拆除违建11处2200平方
米，新绘制文化墙1200平方
米；各路段共清理垃圾320
多车，新设围挡280米。文昌
街道环卫所刘鹏表示，“我
们将再接再厉，实现全街道
整体环境再上台阶。”

通讯员 李煜琨

助推泉·城文化申遗 邀国际专家共献策
2019国际泉水文化景观城市联盟会议8日在济南开幕

文昌街道：

扮靓乡村 妙招频出

□生活日报记者 杜亚慧

生活日报9月6日讯 6日，记
者从济南市委市政府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为进一步加快济南
泉水走向世界步伐，积极推进“济
南泉·城文化景观”申遗工作顺利
进行，2019国际泉水文化景观城市
联盟会议(以下简称“联盟会议”)将
于9月8日至12日在济南市召开。

本届联盟会议将围绕“文化
遗产保护与城市可持续发展”主
题，展现泉水的自然之美，诠释遗
产的普遍价值，弘扬泉城的历史
文化，加强联盟成员间的互相交
流、互相促进，推动联盟城市间泉
水文化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
旅游资源开发的和谐发展。会议
期间将组织国际国内专家进行实
地技术交流活动，11日上午还将
召开2019国际泉水文化景观城市
联盟会议和“打造自贸区新高
地”—世界500强交流对话会。

济南市城乡水务局副局长赵
承忠介绍，目前会议的筹备工作
已全部准备就绪。邀请国际友城
(联盟成员)代表约150人，国际国
内申遗、水文地质、水生态方面的
院士和专家约13人，国家文物局、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领导、省
(厅、局)业务部门领导及国内文
化景观申遗成功城市相关代表约
20人，世界500强企业代表32人，
海外媒体代表团23人，市委市政
府领导及市直机关部门分管负责
人约30人。共计240余人，其中外
宾约90人。

五龙潭公园的非遗曲艺表演。 记者 杜亚慧 摄

在2019国际泉水文化景观城市
联盟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济南市外事
办公室副主任李玉介绍，要以本次联
盟会议为契机，促进招商引资，推介
济南的城市建设和新旧动能转换等
项目。

较往届泉水联盟会议，本届会议
按照擦亮泉城特色品牌，提升国际

“朋友圈”的要求，助推济南与世界泉
水景观所在地的文化交流、产能合
作，提高济南泉水的国际首位度。据
悉，本届会议成功邀请来自俄罗斯、
土耳其、巴基斯坦、日本、韩国、美国
等13个国家的泉水友好城市共计20
个团组150余人,届时将齐聚泉城为
泉·城文化景观建言献策,为省会高

质量发展积聚国际新动能。
本次会议有重点有选择地邀请

了部分世界500强企业参加“打造自
贸区新高地”-世界500强交流对话
会。会上济南市将全面推介投资营商
环境和山东自贸区济南片区建设情
况，组织开展企业合作洽谈，“筑巢引
凤”助力新旧动能转换。

据了解，在济南开幕的非遗曲艺
周也助力泉水复涌16周年。9月6日下
午，五龙潭公园泉音清澈，曲音阵阵。
来自广东、广西、江西、四川的非遗曲
艺传承人汇聚于此，将带有浓郁地方
特色的传统曲艺和泉水文化相融，和
泉而奏，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曲艺视
听盛宴。 生活日报记者 杜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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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泉”为媒 向世界推介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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