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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临沂3月31日讯（记
者 高祥 通讯员 麻杰
方方） 使用手机预约或者到
租车点刷卡，就可以将电动汽
车开走，还可以使用手机随时
随地还车，每分钟租金仅需
0 . 3元，租用一天最多60元。临
沂市在国内率先推行“电动环
保先行城市”概念，沂南县也
成为全国首个推出“分时租赁
中的电动汽车共享”模式的
县。

31日上午，临沂市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办公室与沂南
县政府联合举办“城市电动汽
车共享”运行发布会。有关负
责人介绍，“汽车共享”是为解
决汽车交通拥堵和市民便捷
出行，依托智能平台实行的一
种新型汽车租赁模式，已在欧
美发达国家成功推行。从去年
12月份，沂南县政府提供支
持，由新大洋电动车科技有限
公司在沂南县城区设置20个
租赁点，提供100辆新大洋·知
豆电动汽车供市民租用，经过
几个月的测试运行，市场反应
情况良好。

新大洋电动车科技有限
公司于2014年在沂南投资设
厂生产新大洋·知豆电动汽
车，目前年产能已达2万辆。该
公司推出的这一“分时租赁中
的电动汽车共享”模式借鉴

“汽车共享”模式，利用互联网

和智能平台，通过智能手机终
端或电动车租赁卡完成分时
租赁业务，实现租车、用车、还
车、结算快捷化、智能化和低
费用，能有效解决城市交通最
后一公里的出行需要和减少
汽车尾气排放、缓解城市交通
拥堵，营造全新的绿色出行模
式。

该电动汽车充电一次续
航里程约160公里，能满足城
区居民出行需要，市民租用

后，每分钟租金为0 . 3元，超过
一小时每小时按1 5元计算，
如租用超过一天每天租金为
60元。市民使用手机微信就
能查到附近可供租赁的电动
汽车，租完后使用手机就能
还车。每辆车均可挂牌购买
车辆保险。

新大洋公司有关负责人
介绍，根据国外经验，一辆共
享汽车大约可替代10辆私家
车的使用量；知豆汽车百公里

耗电约8度，一辆车每年能减
少排放尾气300千克以上；由
于按分钟计费，市民租用后一
年大约可以节省70%的出行成
本。

据了解，沂南县政府为推
进绿色环保、减少交通拥堵，
将大力扶持这一模式，力争在
3年内投放分时租赁电动汽车
1000辆，实现全县全覆盖。运
营商也将进一步在临沂市范
围内其他县区进行试运行。

本报济南3月31日讯（记者 韩
笑 实习生 丁钧） 31日，在山东
省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
山东省国税局发布了2014年度山东
省纳税百强排行榜。记者了解到，
2014年百强企业分布在九大行业
中，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采矿业、电
力等传统支柱行业。2014年新上榜
的12户企业中，有一半是服务业。

山东省国税局副局长刘崇俊
介绍，百强企业中，年纳税额超过20

亿元的有27户，比上年增加3户。其
中，年纳税额超过100亿元的企业有
4户 ,分别是：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山东中烟
工业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山东省
公司、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据了解，百强企业上榜门槛首
次突破5亿元。“2014年我省百强排
行榜的入围门槛为5 . 27亿元，比上
年增加0 . 53亿元。”刘崇俊介绍。

山东纳税百强出炉

四企业纳税超百亿

本报潍坊3月31日讯（记者 王
琳 赵磊） 近日，一则“G236次列
车车窗玻璃遭异物击中碎裂”的信
息被网友普遍关注。31日，记者从济
南铁路公安局青岛公安处了解到，
该趟列车在潍坊到昌乐间一车窗
玻璃确实被异物击碎，乃是一唐姓
男子在用弹弓打鸟时误将高铁的
玻璃打破。目前该男子已经受到治
安处罚。

3月29日下午，有网友发微博称
“3月29日17时许，我们乘坐的高铁
G236离开潍坊站不久，车窗玻璃遭袭
击，双层玻璃的外层被击碎、内层完
好。”从微博配图上看，一节车厢的玻
璃上有一个圆形的小洞，小洞周围的
玻璃破裂成蜘蛛网状。据了解，受击
破碎的窗户位于G236次列车1号车厢
7D座旁，玻璃破碎时并没有发出很大
的声响。据当时车厢里的旅客称，由
于被异物击碎的只是窗户的外层玻
璃，里面的玻璃并没有受损，所以当
时列车的运行没有受到影响。

31日，记者从青岛铁路公安处
了解到，经警方调查，男子唐某在
使用弹弓打鸟时误击了G236次列
车的一个窗户，目前已经根据相关
条例对唐某进行了治安处罚。

用弹弓打鸟

击碎高铁车窗

大大学学毕毕业业，，他他们们回回农农村村““种种地地””
日照一家农场引来10位大学生，管理着69个大棚

临临沂沂首首推推电电动动汽汽车车自自助助租租赁赁
每分钟3毛钱，60元可租一天，汽车充满电可续航160公里

本报日照3月31日讯（记者 王
裕奎 通讯员 张志心 王阳）
被告傅林（化名）欠原告章晓（化
名）工资7500元，却以欠条所写“章
小”不是原告为由拒绝支付。傅林
母亲得知后，证明欠条确实为儿子
所写，五莲县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傅
林支付章晓工资7500元。

去年9月份到11月份，傅林雇用
包括章晓在内的几名工人在工地
干活，傅林的母亲李某在工地负责

“领工”。工程结束后，傅林给章晓
出具了一张欠条，把“章晓”写成了

“章小”，当时并未注意。后傅林一
直拖延支付工资，章晓起诉到五莲
县法院索要工资。

庭审中，被告傅林以欠条所写
“章小”不是原告为由，拒绝支付工
资。法官找到李某调查取证。李某
并未袒护儿子的欠薪行为，在知晓
法官来意后，积极配合法官做调查
笔录。李某确认欠条中写明的“章
小”与案件原告章晓系同一人。近
日，五莲县法院判决被告支付原告
章晓工资7500元。

儿子写欠条不认账

母亲为要账人作证

大学生集中就业季马上就要到了，很多人选择了留在城市，也有一些大学生选择了田园，选择了回
农村“种地”。在日照岚山区碑廓镇郁家村的金星农场，就有这样10位大学生，他们工作在农场，他们上
班的地方就在农村，他们打交道的对象就是土地，还有土地上的那69个大棚。

学的韩语专业，做起农业技术指导

李连敬是菏泽成武人，出
生于1989年。她是一个身材并
不高，但做事雷厉风行的女孩。
她出生在农村，毕业于山东外
国语学院韩语专业，令人想不
到的是，她目前的工作是农业
技术指导。

李连敬2012年底进入金星
农场。从韩语翻译到现在的农
业技术指导，李连敬用了两年
多时间。她毕业那年，正好是金
星农场立项开建的时候，农场
聘请了农业专家来做指导，这
位专家来自韩国，李连敬当时
的身份就是专家的翻译。

令她也没想到的是，虽然

韩国专家平时对她很凶，却很
愿意教她一些大棚蔬菜、水果
育苗和管理方面的知识，结果
一年多以后，那位专家因故离
开后，李连敬成了农场最懂技
术的人。

对于农场各个大棚种植的
作物，李连敬如数家珍，“火龙
果要4月份开花，草莓可以摘到
5月初，生菜有多个颜色和品
种，木瓜对温度和湿度的要求
很高。土地需要施用有机肥后，
再翻耕两次，然后才能起地
垄……”边走边介绍的李连敬，
俨然已经将作物和土地作为每
天生活的一部分了。

放弃城里工作，当起职业农民

徐煜博和李连敬都算是农
场的元老级员工，他们俩进农
场时间相差了8天。“我是2012
年12月9日进农场的，比李连敬
晚了8天。”徐煜博说。

徐煜博1989年出生，2011
年毕业于山东科技大学财会专
业，毕业后在济南做了一家公
司的总经理助理，具体负责公
司的财会工作。徐煜博是日照
碑廓镇徐家林人，2012年底，考
虑到离家太远，他就萌生了回
日照的念头。

当时，徐煜博看到国家
对于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越
来越大，又看到农场采取的是
有机种植和管理，所以决定回碑

廓“种地”。
“刚回到日照，家里人就不

理解，到现在我爸还在到处找
朋友托关系给我介绍工作。”19
日，徐煜博笑着说，他理解父亲
的心情，但生在农村、长在农村
的徐煜博觉得，既然选择了这
份工作，他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从财会专业到现在的种植
区技术管理人员，徐煜博的转变
也很彻底。“我虽说在农村，但一
直没怎么像样地做过农活，所以
就需要一点一点学，特别是这些
作物的生长习性，包括什么时候
浇水，什么时候施有机肥，或者
什么季节适合种什么蔬菜，这些
我现在基本都了解了。”

农大学生专门到农场应聘

王小雪和李连敬一样，
也不是日照本地人，老家在
莱芜的她出生于1992年。王
小雪今年将要从青岛农业
大学园林专业毕业，她来农
场时间并不长，只有一个多
月，但她已经被农场深深地
吸引了。

王小雪是农场需要下
地的大学生之一，她现在
具体负责农场的育苗和田
间 管 理 。即 将 要 大 四 毕
业，她通过校园招聘，来
到了金星农场，现在还处
于实习期。

王小雪也是农村孩子，
所以对于田间地头的农活
和农具并不陌生，再加上大
学本来就学的是园林专业，
她自己说：“我是上山了。”

另一位五莲县洪宁镇的

大学生古龙和王小雪关系很
近，他有一个很霸气的名字，
叫古龙，他出生于1993年，在
青岛农业大学读园艺。

他俩虽在同一所大学
同一个年级，不过在来农场
之前，两人并不认识。古龙
也是农村孩子，同事们说他
转了一圈又回到农村，但古
龙说：“不是回到起点，而是
升华了。”

“大学毕业时候有几
个就业选择，但我还是选
择了农场，在这环境好，
吃得健康，离家还近，挺
好。”李莹是王小雪的师
姐，也毕业于青岛农业大
学，因为成长在城镇，家
人对她的选择有点反对，
经过李莹多次沟通交流，
家里人也理解了她。

在日照金星农场，10位大学生选择在此就业。

3月31日，沂南县一电动汽车租赁点前，许多市民前来了解咨询。

文/片 本报记者 刘伟 实习生 范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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