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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月5日讯 （记者 王
茂林） 刚刚过去的周末天气晴暖且
带有着较重的污染，这种情况马上要
改变了，7日开始全省将有一次冷空
气，气温下降同时伴有一次降水过
程，空气也会因此清新许多。

刚过去的周日，菏泽、济宁、枣
庄、临沂、聊城、济南、莱芜、淄博、潍
坊9市出现中度霾。山东省气象台预
计5日夜间到6日上述地区的中度霾
天气仍将持续。而7日开始，随着一
次较强冷空气影响我省，全省大部
分地区将有小雨，8日至9日气温较
低，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和降雪。空气
质量也因此转好。

从9日开始，气温有所回升。但
当天开始“三九”天也到了，按古人
说法，我们进入了一年中最寒冷的
季节。专家提醒，在最冷的日子，起
居要注意保暖，此时心脑血管病和
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高，相关人群
要做好预防和应对工作。

本周具体天气预报如下：
6日（周一），全省晴转多云。最

低气温：内陆地区-4℃左右，沿海地
区2℃左右。

7日（周二），全省多云转阴有小
雨。最低气温：内陆地区-3℃左右，
沿海地区3℃左右。

8日（周三），半岛北部地区阴有
小雨转小到中雪，鲁东南地区天气
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阴有小雨雪
转晴。最低气温：内陆地区-5℃左
右，沿海地区1℃左右。

9日（周四），半岛北部地区阴有
小雪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10～11日（周五～周六），全省
天气晴到少云。12日（周日），全省天
气晴转多云。

明起有冷空气

降温同时降雨
记者 任磊磊

2013年，通过一张张小小的
纸条，为广大读者解除了许多困
惑，随着读者对这一栏目的关注
程度越来越高，读者所递交纸条
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单纯的解
疑释惑内容已不能满足大家的
需求，为此，我们决定自即日起，
对纸条升级，红纸条、绿纸条、蓝
纸条……不同颜色的纸条有不同
的含义。

“桥上跳集体舞小心引发共
振”、“如何清除家中蚂蚁”、“闲
置的旧手机该如何处理”、“食用
盐有没有保质期”……2013年，
这些纸条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
困扰您的这些生活疑问是否得
到了解答？2014年，纸条将更加
实用、亲民和注重互动。打开报
纸，您只要看看颜色，就知道是
什么样的纸条：红色代表爱心，
您想献爱心可以通过红纸条告
诉我们，我们将使您的爱心变成
现实；绿色代表公益，您想号召
公益行动，可在这里发出声音并
付诸行动；蓝色代表求助，您有
什么困惑也请告诉我们，我们将
尽力为您排除难题。

事情不论大小，欢迎您把更
多的纸条递上，我们将努力为您
排忧解难、传递爱心和正能量。
不论您递交何种纸条，递交的方
式都一如从前：或拨打96706，或
将纸条内容及个人联系方式发
送到邮箱qlzhi t iao@163 .com，
还可给齐鲁晚报官方微信发信
息:我要递纸条+姓名+联系方式
+纸条内容。

不一样的颜色不一样的纸
条，2014年纸条给你好看。

不不同同的的颜颜色色不不同同的的纸纸条条
即日起纸条升级啦，欢迎您继续递交

本报记者 王赟

全球研发体系

是技术创新后盾

近日，雷沃谷神RF60履带式
全喂入水稻联合收割机研发成
功。这是一款为满足东北地区市
场需求而开发的履带式全喂入水
稻联合收割机，汇集谷物收获先
进技术，配备美国、德国、日本等
国制造的优秀核心部件，达到了
世界标准、国内领先，作业性能实
现大幅飞跃。

又一款新品推出的背后是雷
沃农业装备业绩持续快速增长的
深层次原因——— 福田雷沃重工研
发创新能力不断升级，福田雷沃
重工在欧洲、日本、天津、山东建
立起了“三国四地、四位一体”的
全球研发体系。

2013年10月26日，雷沃农业
装备在全国农机展上发布的20-
180马力的雷沃全系列同步器换
挡拖拉机就是已实现实物转化的
首批全球化研发成果之一。从第
一台同步器产品样机产出，到实
现全系列覆盖，依托全球化研发
体系福田雷沃重工用时两年半时
间，实现了同步器拖拉机产品的
自主研发和技术升级，也把国内
拖拉机传动技术向国际化发展推
进了一大步。

技术难题一直都是困扰国内

装备制造企业发展的最大掣肘，
缺乏高端核心技术，一方面没有
更新的产品，另一方面无法保证
产品的稳定性。而农业机械又比
较特殊，没有技术“裸奔”，迟早会
被市场淘汰出局。

福田雷沃重工农业装备事业
本部营销公司副总经理周洪信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现在
有研究玉米早熟种子的公司也找
到我们，早熟的玉米和普通玉米
一个时间收割，玉米就相对干燥，
使 用 脱 粒 机 就 不 会‘ 被 打 得 稀
烂’，希望我们能研发配套玉米脱
粒机。另外，随着农业产业转型升
级，作为农机生产企业我们一直
紧盯市场不断去研发升级农机产
品。技术创新是雷沃农业装备业
务实现15年前行的动力。特别是
汇集了全球顶级的拖拉机和收获
机械研发人员的海外研发中心，
加快推动了雷沃‘世界标准、中端
产品’的研发与商品转化。”

“雷沃谷神”成

收获机械代名词

2013年雷沃谷神产品售出共
5 . 1万台——— 2 . 8万台小麦收获机
械、1万台玉米收获机械和1 . 3万
台水稻收获机械。收获机械是福
田雷沃重工最早切入的业务，从
1998年成立至2013年，雷沃农业
装备旗下主销雷沃谷神稻麦联合
收割机实现了连续13年行业销量

第一，雷沃谷神玉米收获机械也
已从群龙无首的行业格局中实现
绝对领跑。

仔细审视雷沃农业装备的销
售数据，记者发现，雷沃谷神产品
销量持续领先的背后是产品的升
级换代。以雷沃谷神小麦机为例，
在2013年售出的2 . 6万台雷沃谷
神收割机中，5公斤喂入量的超过
1 . 5万台，占到了总销量的一半以
上，5 公斤产品成为市场主导机
型，一举引领中国收获机械行业
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福田雷沃重工总工程师朱金
光透露，2013年5kg/s喂入量产品
可谓大获全胜，随着市场需求升
级，除两年前已经批量投放市场
的雷沃谷神6kg/s喂入量产品外，
7、8kg/s，乃至更大型，更高技术
含量的收获机械新产品，公司也
已完成了相应的技术储备，并小
批量推出了产品。随着国家土地
流转的加快，规模化集约化农业
生产时代的到来，雷沃谷神将能
随时满足市场需求升级的要求。

福田雷沃重工始终坚持“技
术创造价值、质量赢得市场”的
产品发展理念，通过精益制造实
现了雷沃产品与雷沃服务的双
升级，从品牌、产品与服务三个
维度为雷沃用户带来全新的品
牌消费体验。关注产品品质更关
注使用者的体验感受，雷沃用创
新的营销模式，将用户需求与企
业创新有机融合实现了客户价
值的最大化。

雷雷沃沃农农业业装装备备去去年年销销售售破破百百亿亿
成为国内首个农机单一产值过百亿品牌

茂林谈天

1月5日，福田雷沃重工雷沃农业装备业务2014商务年会在济南召开，雷沃谷神系列谷物联合收割机、玉米收割机及雷沃
大中马力拖拉机等2013年畅销产品悉数亮相，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位雷沃农业装备经销商、新一届“雷沃创富精英”和“雷沃
杯”20佳农机合作社理事长出席会议。

记者了解到，福田雷沃重工雷沃农业装备业务2013年共实现产品销售突破14 . 2万台，销售收入历史性突破100亿元，达
到108亿元，同比增长25 . 1%，成为全国首个仅农机单一业务年产值就超过百亿的农业装备品牌。雷沃农业装备业务旗下收获
机、拖拉机业务继续领跑国内。

在商未必只言商，作为企业公
民，2011年10月，福田雷沃重工组
织实施的“雷沃公益·关爱留守儿
童计划”正式启动，成为首家以留
守儿童为援助对象开展公益活动
的国内重工企业，目前已先后走进
河南、安徽、甘肃、宁夏、黑龙江的8

个县市区，爱心旅程达3万余公里，
出动雷沃公益志愿者280人次，资
助留守儿童2600余人。

在此次商务会年会上，由福田

雷沃重工和经销商、供应商以及部
分用户组成的雷沃公益联盟正式
成立。据悉，未来在时机成熟时，福
田雷沃重工还会进一步号召同行
业企业的加入。

就在上周举行的雷沃谷神创
富先锋价值济南体验品鉴会上，现
场用户购买的每一台产品中都将
有200元资助到公益基金中，记者
了解到，现场订机募得公益基金十
几万元。

雷雷沃沃公公益益助助推推中中国国农农机机梦梦

链接

雷沃农业装备2013年销售突破14 . 2万台(资料片)。

我我的的小小护护士士床床想想捐捐给给贫贫困困患患者者

红纸条

“我家有一个
七八成新的小护
士 床 ，病 人 好
了也就闲着不
用了，希望能捐
给 穷 困 患 者 。”近
日，6 0岁的济南市民
王女士给本报发来“红
纸条”，欲给自己家的小护
士床寻找一位有需要
的主人。

王女士家的这张
护士床购买自2006年，
一直是王女士的弟弟
在使用。多年前，王女
士的弟弟因事故摔伤了
头，无法行动，很需要一张小
护士床。恰好有电视台搞直
销活动，王女士就花3200元钱
买了一张。如今，王女士的弟
弟已经康复，不再需要这张
床了，因此王女士打算把这
张床捐出来。

“这张床质量可好了，
这么多年了，也没出过质量
问题，功能还很强大。”据王
女士介绍，这张床头部可以
随意抬高，最大到 9 0°，脚
的部位也可以放下来，床的
四只脚有轮子，正好可以成
为一个可移动的轮椅。轮子
也可以固定，非常方便病人

使 用 。床 的 两 边 还 可 以 拉
宽，适合体形较为肥胖的病
人使用。另外，床还有输液
杆，可以方便病人输液。还
配有餐桌，病人也可以在床
上吃饭。

王女士表示，她希望把
这张床捐给家庭比较困难的
病人使用。“这张床我弟弟用
了这么多年，从患病到康复，
经历了一个艰辛漫长的过

程，我们对这张床有很深的
感情。我希望这张床也能够
给其他病人带来幸运，尽快
康复起来。希望受捐助的人，
最好是急需这张床，家境又
比较困难的。”王女士还表
示，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到家
里先来看看。

如果您有需求且符合条
件，就联系我们吧。

本报记者 任磊磊

王女士闲置在家的小护士床，看
起来还蛮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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