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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着和煦的阳光，脚踩着松软的土
地，在这美好的时节，何不到室外去走一走，
呼吸一下泥土的芬芳，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
丽。枣庄开元凤鸣山庄坐拥凤鸣山水之美，
尽享灵动雅秀水韵。为答谢新老宾客，特推
出以下优惠活动。

推出“春来价到”活动
枣庄开元凤鸣山庄推出 2017“春来价

到”活动。宾客通过开元官网直接预订，即
可享受酒店客房1间夜（含双早）、价值130
元Mini吧畅饮（包括：啤酒2瓶、加多宝2瓶、
石榴汁 2 瓶、1.5L 矿泉水 2 瓶、点心 1 袋、扑
克1副）欢迎水果一份、凭房卡可享受游泳、
健身活动，会员还可享受房价优惠。活动适
用时间为：2017年3月1日至4月28日。

推出“春季旅行”特惠活动
春意盎然，出行正酣。枣庄开元凤鸣山

庄与携程网合作推出“春季旅行”特惠活

动。活动内容为：酒店标准双床房458元/间
夜、豪华大床房/豪华双床房498元/间夜（含
双早），并赠送价值130元Mini吧畅饮、欢迎
水果一份，还可凭房卡享受游泳、健身等活
动。无微不至的开元关怀，让您在出行在外
也能感受“家”的温暖。

推出“三月新人”促销活动
春回大地，万物萌动。为答谢新老会员

多年的支持厚爱，枣庄开元凤鸣山庄联合淘
宝飞猪旅行网推出“三月新人”促销活动。
本次活动对所有会员给予网络价8折超值优
惠，每间夜含两份自助早餐，凭房卡可享受
酒店健身房、游泳等活动；另外对于未在飞
猪旅行网下过订单的新用户，平台另行补贴
100 元，节假日通用；活动截止至 2017 年 5
月30日。

枣庄婚宴 开元经典
枣庄开元凤鸣山庄推出 2017 年婚宴/

娃娃宴优惠政策。2017年迎宾楼婚宴1188
元/桌起，贵宾楼婚宴1388元/桌起，指定日
期1588元/桌起，包厢娃娃宴1000元/桌起，
宴会厅800元/桌起。凡客人在酒店餐饮消
费达到 18000 元（含），可赠送一辆 32 座大
巴车，餐饮消费到35000元（含），可赠送两
辆 32 座大巴车；枣庄市区或薛城市区来回
接送一趟。20桌以上赠送一单或一标间/夜
婚房，免费婚房布置；接送一次；赠送婚礼蛋
糕一个；香槟酒两瓶；指示牌和条幅各一
个。凡在酒店预定婚宴1288元/桌起，婚宴
桌数满20（含）桌以上情况下，赠送2瓶天赐
帝豪酒（赠完为止）。详情请致电咨询：
0632-8898888转8777。

推出“女性关爱房”活动
时值“三八国际妇女节”即将来临之际，

枣庄开元凤鸣山庄特推出“女性关爱房”活
动。活动内容为：原价1280元/间夜的高级
大床房，3月8日当天订房408元/间，赠送价
值 168 元红酒一瓶，另凭房卡还可享受游
泳、健身等活动，让宾客尽享开元关怀。

推出“会员7折房券”优惠活动
枣庄开元凤鸣山庄推出“会员7折房券”

优惠活动。凡是酒店会员，入住酒店时均可
享受酒店客房1间夜网络价格7折优惠（房
型包括：标准双床房/豪华大床房/豪华双床
房/豪华套房/商务套房），客房每间夜含两
份自助早餐，宾客还可凭房卡可享受酒店健
身房、游泳等活动。

枣庄开元凤鸣山庄是由山东泉兴矿业
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按国际五星级酒店标
准设计兴建的高标准酒店，也是枣庄地区
乃至鲁南地区首家按五星标准建造、管理
的酒店，已成为枣庄市最重要的政务、商
务接待基地之一。总投资10.5亿元，占地
近 300 亩，由三栋主楼依山建设而成，与

大自然融为一体，空气清新，风景迷人。
酒店位于枣庄市高新区龟山环路 （市

政大厦北侧），位于枣庄市中央政务、商务
区,至枣庄市火车站仅10公里,京福高速公
路约3公里，距徐州观音机场80公里，距
临沂机场90公里，距济南市机场280公里。

和春天有个约会 在开元享受美好

说到枣庄美食，众人皆知的一定有微山
湖鲤鱼、滕州菜煎饼、烤全羊、羊肉汤、辣子
鸡……无肉不欢的你是不是已经醉倒在这
些美食之下了呢！这些地地道道的特色美
食以新鲜美味而著称，来枣庄游玩，吃的就
是纯正、吃的就是特色！

来枣庄不可不尝的特色美食之微山湖
四鼻孔鲤鱼：“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
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
动人的歌谣……”因电影《铁道游击队》，微
山湖闻名全国。

微山湖的“四个鼻孔的大鲤鱼”为湖区
主要特产之一，微山湖中的鲤鱼是生长、繁
殖较快、出产较多一种鱼，久负盛名。虽栖
湖水低层，但性喜新水，易跳跃，能跳一丈多
高，有“鲤鱼跳龙门”之说。

相传，清朝第四代皇帝乾隆下江南时，
乘坐龙船来到微山湖，站在船头上观赏湖光
山色，忽见湖中数尾金色鲤鱼跳出水面老
高，十分惊奇，随令人捕来，仔细观看长有四
个鼻孔，甚为奇特，即命烹食，其味鲜美，大
家赞赏说：“四鼻孔鲤鱼，味美极矣！”其后将
此鱼作为“贡品”岁岁晋京。从此，微山湖的

“四鼻孔鲤鱼”闻名遐迩。其实，并非四个鼻
孔，只是嘴上方比他地鲤鱼多了两根短须而
已，乍一看很象似四个鼻孔。

微山湖四个鼻孔鲤鱼，脊鳍、尾鳍呈现
红色，体侧鳞片为金黄色，中间有一行暗褐
色的斑点，像根银线，十分漂亮，既好看又好
吃，为鱼类中的上品。每百克鱼肉中含蛋白
质 20 克、脂肪 1.3 克、碳水化合物 1.8 克、钙
65毫克、铁0.6毫克并有十几种游离氨基酸
及维生素B1、B2和尼克酸等，营养丰富，肉
质鲜嫩味道鲜美而淳厚，一般2斤左右为最
佳，民间俗说：“斤般的鲤鱼——巧个”。当

地民间视鲤鱼为吉祥物，新婚之后请媒人，
必须要吃“大鲤鱼”；老人活到73岁时，女儿
们必须为爹娘送两条“大鲤鱼”；叫作：“七十
三吃了鲤鱼窜一窜”，愿老人延年益寿之意。

来枣庄不可不尝的特色美食之菜煎
饼：滕州菜煎饼原料采用花生、玉米、芝麻、
小麦、大豆等十余种杂粮按比例科学配制，
经过石磨或机器磨成面粉，摊糊烙制而成，
并全部采用无公害蔬菜，不含任何防腐剂、
添加剂和色素，既有粗粮的纤维和全面营养
又有蔬菜的维生素，以独家专用神秘香料配
制，口感酥松香嫩，独树一帜。

做法是将菜煎饼由两张预先摊烙好的
薄面饼中间夹着菜，在锅上慢慢加热而
成。菜放在一旁，有白菜、粉条、豆腐、
萝卜、小瓜、韭菜等素菜，根据客人要求
可以再加鸡蛋、火腿肠、油条或者任意能
放的东西。每种菜装在一个小盆里面。加
上油、辣椒、胡椒、孜然、搅拌均匀后到
在煎饼上，在坳子上烤熟。菜煎饼为白面
煎饼加菜馅煎烙而成。长方形，金黄色，
有多而不腻，外酥里软，馅鲜饼香。

来枣庄不可不尝的特色美食之羊肉
汤：这里的农民喜欢养羊，这里的人们更
喜欢吃羊。因此，羊肉汤也就成了枣庄的
第一名吃。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宰相范蠡曾来
这里隐居，见羊庄草肥水美，便在此地养
羊致富，恩泽百姓。羊庄羊肉汤是历史悠
久的风味名吃，它以汤浓、味美，不腥不
膻、肥而不腻、花样繁多而著称。羊庄镇
驻地羊肉日销量在1500斤以上，羊庄羊肉
汤已飘香鲁南、苏北，其制作方法已载入

《中国菜谱》。
枣庄人在盛夏要喝羊肉汤，因为羊肉汤

有清热解毒之功效，所以无论天气多么热，

那也一定要喝上几碗羊肉汤，直喝得大汗淋
漓，飘飘然而去。特别是在大暑这一天，枣
庄的所有的羊肉汤馆全部爆满，去晚了一定
喝不上。枣庄人在三九寒冬一定要喝羊肉
汤，因为羊肉汤有驱寒散湿之功效，更有温
补脏腑之奇能。尽管你冻的哆哆嗦嗦，上下
牙直打颤，你进了羊肉汤馆，来上两碗热腾
腾的羊肉汤，一定会全身热乎乎的。特别是
冬至这一天，人们一定会三五成群的涌上羊
肉汤馆。枣庄羊肉汤最能体现男人的豪气
与豪情！羊肉汤能滋阴壮阳，还能益寿延
年，喝它个三五碗，滋补脾肾，尽显男儿
本色。

枣庄羊肉汤更能体现女人的柔媚。羊
肉汤能和气补血，更能滋肤养颜。枣庄人
喝羊肉汤肯定不会去星级酒店或是什么高
档次的饭店，那里的羊肉做得很没味。也
就是街头小店，肉好汤也好，人们最喜欢
去，因此，羊肉汤馆遍布枣庄各地，有人
要查清枣庄有多少家羊肉汤馆，那肯定比
人口普查还要难！

枣庄的美食还有很多，本期不再逐一
介绍，体现了枣庄人民的饮食习惯，生活
习俗，已成为枣庄地区饮食的招牌。

在春天邂逅枣庄 品枣庄特色美食

2016年5月1日起，餐饮业开始全面实行“营改增”，为整个行业带来
了极大的减负利好，对引导餐饮业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可持续发
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餐饮企业在“营改增”实施过程中，仍遇到了一
些问题和困难。今年来自餐饮业的全国人大代表许菊云，全国政协委员刘
延云、严琦在提交的议案提案中，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餐饮业“营改增”中
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各自的建议。

连锁餐企汇总纳税进程受阻
《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明

确规定，“总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但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范围内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和国家
税务局批准，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增值税。”但是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各地税务机关在政策解读和流程操作方
面存在巨大差异，导致连锁餐饮企业增值税汇总纳税进程受阻。

根据中国烹饪协会会员企业调查，在湖南、四川、甘肃、新疆、陕西、山
西、东北三省等地，由于从主管税务机关、市级税务局直至省级税务局对政
策理解不同，餐饮企业虽然积极与各级税务机关沟通，但仍无法取得同意
汇总纳税的批复。其中，四川省则明确表示基本不考虑按省汇总计算的方
法。

许菊云、刘延云认为，无法及时获得汇总计算的批复，不仅干扰了企业
正常运营秩序，更是造成了不同地区间税负不平衡，无法真实反映“营改
增”政策的减税效果。在连锁餐饮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然趋势下，随着连锁
企业分支机构、门店纳税人的数量不断增加，企业在税务守法合规方面所
投入的成本却不断上升，各地申报实践各异从而造成纳税申报工作量巨
大。

为此，两位代表委员建议，明确汇总计算方法的审批时间。督促指导
各省增加审批的透明度，在下放审批权限到各省的同时，应敦促各省税务
机关尽快完成审批。

餐企农产品进项税抵扣难
农副产品增值税管理是增值税征抵链条一个重要的起点，直接影响整

个增值税征抵链条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也影响农业相关产业的成长。餐饮
行业纳入“营改增”范围后，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由5%调整为6%，税率虽
然提高了1%，但此税可以采取进项税抵扣以减少企业成本。但“成本”能减
去多少，进项税能抵扣多少，则是困扰不少餐饮行业的难题。

进项税额抵扣需要取得相应的增值税发票，而作为占餐饮业成本40%
左右的农副产品却很难取得抵扣进项的票据。严琦委员指出，农副产品本
身属免税项目，加之市场不规范，农副产品中间周转环节大部分为个体户。

以重庆市大足区为例，该区基本都是个体户、无规模经营的农副产品
公司。根据国税局规定：农副产品收购可按收购金额的13%作为抵扣率，收
购对象为农副产品生产者及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一般纳税人的餐饮企
业现在的供应商中，农副产品的采购（猪肉、牛肉、家禽、蔬菜、淡水鱼类等）
均为个体户，无法取得相关的税收证明，企业也无法开出“农副产品收购发
票”，从而无法实现抵扣进项税额。这就导致目前各餐饮企业为了最大程

度降低税负,在取得进项抵扣上会更多考虑选择能够提供抵扣凭证的供应商，而放弃广大
农户，进而影响农民增收。

严琦委员建议，加强农副产品增值税征收和抵扣管理优化政策设计，在“营改增”中可
将餐饮业单独列出来，考虑设定一个平均抵扣率，或者将餐饮业作为小规模纳税人采取简
易征收的方式对待，以降低流通过程中的无效成本，保护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
益。同时，促进农副产品生产者或农业生产合作社向规模化、正规化、产业链化发展，满足
餐饮业采购需求，节省采购过程，降低采购成本，促进农民增收，减轻企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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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茶，是在饮茶过程中细细品缀，徐徐
体察，通过观其形、察其色、闻其香、尝其味，
使饮者在美妙的色、香、味、形中得到陶冶，
这种重在“精神”的饮茶方式，其妙趣难以言
传表达，这种重在意境的品饮方法，把饮茶
变成了一种艺术的欣赏，精神的享受。

品茶先品水

茶的色、香、味、形，以及对人体的保健
营养成份，都是通过用水冲泡后，以眼看、鼻
闻、口尝的方式提供给人们享用的，所以，茶
与水的关系至深。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
说：“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
也。”明代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中也说：

“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水十分，茶亦
十分矣。八分之水，试茶十分，茶只八分
耳。”因此，从茶圣陆羽开始，历代茗家都十
分重视水。归纳起来看：一是强调水源。
如：“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
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陆羽?茶
经）。“泉从石出情更洌，茶自峰生味更圆”

（陈眉公《试茶》）。二是强调水质。要求水
味要甘，“水泉不甘，能损茶味”，乾隆皇帝是
一个品茗行家，他游江南时，用虎跑水泡龙
井茶，味极甘甜，后来定为天下第一泉。其
实，中国有许多天下第一泉，唐代陆羽用庐
山谷帘泉泡茶，味极甘香，因此，自唐始，谷
帘泉便有了天下第一泉之称。三是要求水
软。在《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
翠庵》中，写了宝玉、黛玉、宝钗到栊翠庵饮
茶的情节，妙玉亲手泡茶待客，泡的是君山

老君眉，煮的是陈年梅花雪水，盛器是古代
珍玩。现代科学认为，泡茶用水有软水和硬
水之分，凡每公升水中钙、铁离子不到 8 毫
克的，称为软水，超过 8 毫克的称为硬水。
除蒸馏水外，在自然水中只有雨水和雪水可
称得上是软水，井水、湖水、河水大都是硬
水，溪水介于中间，所以溪水也是上等的泡
茶水。

品茶意在品

茶人饮茶都喜欢在“品”字上下功夫，注
意品饮艺术，从中获取品茗的乐趣。根据我
国茶人的习惯，品茶分为三步：观其外形，闻
香气，尝滋味。

观外形就是观察茶叶的外形和色泽，做
法越符合标准的茶叶，品质越好。每种茶叶
有其独特的外观形状，这是欣赏的首要注意
之处。其次，观察条索的紧结程度，无论是
条状、半球状，茶条紧结坚实，表示制作功夫
到家。

香气是茶叶本身具备的芬香物质。闻
香的类别可分为汤前香和汤后香两种。汤
前香一般在赏茶阶段进行，观察干茶的外
形与色泽时，可先闻一闻干茶香气，当茶
壶由热水温热，倒入茶叶后，可先盖上壶
盖数秒，借壶中热气，再闻一次茶香。茶
叶经热水冲泡而散发的香气，称为汤后
香。嗅闻汤后香的方法依泡茶方式而定。
使用闻香杯者，将茶汤倒入闻香杯，再将
闻香杯中的茶汤倒入品茗杯后，用鼻子吸
闻香杯中的味道，若不使用闻香杯，在茶
壶倒出茶汤后，闻一闻壶盖聚集的香气，
或半掩壶盖，闻壶缘的香味。

品尝茶汤滋味的方法，可用汤匙舀取
5—8毫升茶汤含入口中，以舌头在口腔中
来回折转，让茶汤充分与口中味觉细胞接
触后，从鼻孔呼出口中气味，然后将茶汤
慢慢咽下，感受茶汤的滋味表现。当茶汤
在口中循环流动时，可就茶汤的刺激性、
浓度、收敛性、回甘、余味、特性等几个
方面来感受。

品茶可悟道

人们在长期的品茶过程中，逐步达到

了艺术与精神的相结合，并通过品茶 （茶
艺）来表现精神。

日本学者把茶道的基本精神归纳为
“和、敬、清、寂”，现为茶道的四谛、四
则、四规。“和”不仅强调主人对客人要和
气，客人与茶事活动也要和谐。“敬”表示
相互承认，相互尊重，并做到上下有别，
有礼有节。“清”是要求人、茶具必须清
洁、清爽、清楚，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寂”是指整个茶事活动要安静、举止要庄
重。主人与客人都是怀着严肃的态度，不
苟言笑地完成整个茶事活动。

台湾中华茶艺协会第二届大会通过的
茶艺基本精神是“清、敬、怡、真”。我国
著名茶家学家庄晚芳教授提出的“廉、
美、和、敬”是指廉俭育德，美真康乐，
和诚处世，敬爱为人。

林治先生认为“和、静、怡、真”应
作中国茶道的四谛。因此，“和”是中国茶
道哲学思想的核心，是茶道的灵魂。在儒
家眼里和是中，和是度，和是宜，和是
当，和是一切恰到好处，无过亦无不及。

“静”是中国茶道修身的必由途径。如何从
小小的茶壶中去体悟宇宙的奥秘？如何从
淡淡的茶汤中去品味人生？如何在茶事活
动中明心见性？如何通过茶道的修身来升
华精神，锻炼人格，超越自我？答案就是

“静”。“怡”是中国茶道中茶人的身心享受，
“怡”者和悦、愉快之意。在茶道中，可抚琴
歌舞，可吟诗作画，可观花赏月，可论经对
弈，可独对山水，可翠娥棒瓯，可潜心读

《易》，可置酒助兴。“真”是在茶事活动中一
切求真。茶叶是真茶、真香、真味；环境是真
山真水，器具是真竹、真木、真陶、真
瓷，还包含了对人要真心，敬客要真情，
说话要真诚，心境要真闲。茶事活动的每
一个环节都要认真，都要求真。

品茶——物质和精神的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