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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樱桃桃要要早早上上摘摘，，分分选选后后要要预预冷冷
记者为您揭秘新鲜大樱桃是怎么从树上送到家门口的

本报5月27日讯(记者 张
琪) 5月26日至27日，市委书记
孟凡利，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张
永霞率我市党政考察团赴青岛
市，考察学习招商引资、对外开
放、项目建设、科学发展等方面
的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

短短两天时间，考察团一
行驱车600多公里，先后到即
墨市、城阳区、高新区、黄岛
区、胶州市，实地考察了青岛
汽车产业新城、青岛规划展览
馆、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
份有限公司、蓝色生物医药产

业园、盘古创客空间项目、东
方影都项目、西海岸经济新区
规划展览馆、斯图加特航空自
动化项目、琅琊台集团海洋微
藻生产高附加值DHA产业化
项目、中集冷链高新产业园、
西安交通大学青岛研究院等
10多处重点园区、重点企业和
重点项目现场。

考察过程中，大家一致认
为，青岛市之所以能够实现科
学发展、率先发展，主要得益于
战略定位高、机遇意识强、体制
机制活、创业氛围浓。他们谋划

工作勇于树立国际眼光、站在
全球角度，处处体现出大思路、
大手笔；开发建设善于抢抓运
用国家“一带一路”、中韩自贸
区、“蓝”、“黄”战略等重大机
遇，有力促进了转型升级、蓝色
崛起；推动落实敢于创新突破、
严督实考，形成了良好的营商
环境和工作导向；干部队伍乐
于担当进取、拼搏奉献，把很多
不可能、办不了的事情变成了
现实。

这次考察学习确实开阔了
眼界、学到了真经，同时也看到

了自身的差距和不足，倍感肩
上的责任重大，切实增强了加
快发展的压力感和紧迫感。大
家纷纷表示，一定要以这次考
察学习为契机，认真借鉴青岛
市的好理念、好方法、好作风，
进一步提升境界标准、创新思
路举措、做到善谋善为，迅速掀
起新一轮比学赶超、项目建设、
科学发展的热潮，真正把考察
学习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
强大动力，努力在新常态下实
现新作为，不断开创各项工作
的新局面。

烟台市党政考察团赴青岛考察
学习招商引资、对外开放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

本报5月27日讯(记者 李
静 ) 本报联合烟台市农业局
推出的第二届“烟台樱桃红齐
鲁”活动一经推出，不少市民纷
纷拨打电话咨询订购。工作人
员发现，除了订购樱桃，还有不
少外地朋友十分好奇，那么远
的距离是如何确保大樱桃新鲜
的。下面记者就带领大家看看
大樱桃是怎么从树上送到家门
口的吧。

“我也想订购两箱大樱桃，
但是我在武汉，这么远你们是
怎么保证大樱桃新鲜的？”27

日，“烟台樱桃红齐鲁”活动订
购热线响不停，不少来自全国
各地的朋友纷纷打电话订购。
为让更多的外地朋友了解烟台
大樱桃，记者走访了大樱桃采
摘、分选、预冷、包装、运输、派
送等多个环节，了解了大樱桃

到底是怎么从树上送到家门口
的。

27日早上四五点钟，福山
区门楼镇果农已经开始到果园
采摘樱桃啦。“早上气温低，采
摘下来的果子温度也低，要是
到了中午气温高了果子就会蔫
了。”果农告诉记者。

“我们直接在村子里及果
园外设收购点，果农把樱桃摘
下来直接送过来，然后我们进
行分选。”采收点工作人员介绍
说。“在质量把关方面，我们还有
很严格的流程，采收点的果子将
被集中送到分选车间，通过半制
动分选机可以将果子分为大果、
残果、烂果三个等级，个头符合
要求的大果将被包装成箱送入
冷库预冷，残果处理给市场上的
商贩，烂果直接丢掉。”

“装箱时要放上吸水纸和
冷源，冷源每箱至少放两个，确
保大樱桃在运输过程中处于低
温状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还要贴上黄色的“樱桃，优先配
载，优先中转，优先派送”等字
样的提示便签，然后进入预冷
环节。

“现在采收的樱桃内部温
度都太高，必须经过6个小时的
预冷，将果皮、果肉、果核温度
都降低。”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预冷可以让果子的温度一点
一点地降下来，更适合储存和
运输。”

“运输中主要采用冷链车
及大樱桃专机运输，只要是大

樱桃快件我们都将优先派送。”
顺丰速运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不论是哪个城市的业务人员，
接到快件后，只要看见大樱桃
包装箱贴上黄色的“樱桃，优先
配载，优先中转，优先派送”等
字样的提示便签，将会优先派
送大樱桃，确保大樱桃以最快
速度到达客户手中。

本报5月27日讯(记者 张琪)
5月26日下午，中韩铁路轮渡项

目共同推进恳谈会在烟台市召
开，就共同推进中韩铁路轮渡项
目进行探讨交流，并达成共识。市
委副书记王继东出席并致辞，副
市长杨丽主持。韩国新国家党政
策委员会议长、国会议员元裕哲
率团参加。

王继东指出，此次韩国代表
团来烟考察，为加快项目进程带
来了新机遇，为深化两国友好往
来注入了新活力，希望双方加强
合作，积极推进中韩铁路轮渡项
目早日实现。

元裕哲介绍了通过火车轮渡
方式往返平泽港和烟台港，再经中
国铁路网连接“丝绸之路快线”的

“黄海—丝绸之路”构想。他表示，
回国后将组织韩国有关部门，召开
推进中韩铁路轮渡项目恳谈会，加
快推动韩国方面各项工作，以实现
韩国总统提出的“亚欧倡议”。

中韩铁路轮渡项目

推进恳谈会召开

本报5月27日讯(记者 李
静 通讯员 高明华 ) 烟台
大樱桃集中上市，吸引不少外
地朋友纷纷订购，27日，记者采
访中了解到，近几天，快递公司
大樱桃快件量猛涨。烟台顺丰
速运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
全市设置170多个散收点，日发
件5万多单，占总业务量7成多，
中转场工作人员每天要加班到

凌晨。
27日上午，不少市民围着

顺丰速运黄务散收点包装大樱
桃。工作人员一边忙活着包装
一边招呼着陆续送来大樱桃的
顾客。“这几天量开始大了，一
天至少收5000多斤。”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今年顺丰速运在全
市设置了170多个散收点，市民
将樱桃送到就近的散收点后，

将统一送到中转场。
记者在顺丰速运黄务中转

场看到，在大樱桃分拨区，一批
大樱桃快件到达后，十多个工
作人员迅速将大樱桃按照不同
的地址分装到不同的运输车辆
上。整个流水线上，同时停留了
七八辆大樱桃运输车。

“我们在原来70人的基础
上新增了130多个全日制临时

工作人员。”顺丰速运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从21日，大樱桃快件
增多，目前每天有5万多个快
件，占总业务量7成多。

“现在还不是最多的时候，
按照去年的经验，到了量多的
时候我们的机器都是24小时运
转的。”工作人员说，他们要一
直忙活到到6月20日左右，直到
烟台大樱桃销售季结束。

烟烟台台顺顺丰丰速速运运大大樱樱桃桃快快件件日日超超55万万单单

本报5月27日讯 (记者
陈莹) 自本报“大悦城·我的
爸爸是暖男”活动启动以来，
市民们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
分享与爸爸的点滴故事的读
者来信更是出现了一天几十
封的爆棚景像，然而，“从小到
大与爸爸的合影”活动却一直
没有人参与，因为大家几乎都
没有和爸爸单独一起合过影。

“哎呀，你别说，我和爸爸
还从来没有拍过照呢。”27日

上午，一位亲自将手写信送到
报社的市民张女士说完这句
话，突然哽咽了，在几次试图
控制都被强烈的情感打败的
情况下，张女士再也抑制不
住，趴在办公桌上哭了出来。

张女士说，自己的老家在
陕西，大学时离开家，算起来
有12年了，很少回家看望父母，
结婚以后连过年都没怎么回去
过，“小的时候不像现在有手机
能随时拍照，拍照大多是全家
人，甚至是父亲拍我和妈妈。现
在大了，机会却更少了”。

“突然觉得很遗憾。”张女
士临走时说，会跟公司申请年
假，等回到父母身边，一定多
拍一些照片。

而张女士绝对不是个例，
在活动的过程中，记者听到的
绝大多数回答是：和妈妈照片
还多些，爸爸还真没有；女孩
子还好吧，男的跟爸爸拍照感
觉好怪；全家福行吗？我没跟
爸爸单独拍过照片；说到我才
想起来，我爸爸都是拍我们
的，从来没想过合影……

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报
怨：爸爸总是忙，出现得少。可
长大了，回忆里的爸爸总是默
默地在身后，为家人做着一些
不经意的小事。

而我们，就是这样在不经
意间，错过了许多和爸爸的故
事。趁着还来得及，和爸爸拿
起手机拍一张吧。

本报“大悦城·我的爸爸是暖男”活动现征集“从小到大与爸爸的合影”

不不想想有有遗遗憾憾，，就就和和爸爸爸爸合合个个影影吧吧

快递人员正在配送已经装箱完毕的大樱桃快件。
本报记者 李静 摄

爸，我们
合 个 影
吧！

我的爸爸是暖男
大大悦悦城城··

三种方式

分享父爱故事
1、将你和父亲的故事以

电子邮件的形式告诉我们，参
与“我的爸爸是暖男”评选活
动。

2、将你从小至大与父亲
的合影，以故事的形式发送给
我们。

3、写一封给父亲的信吧，
将你的心里话告诉他。可将信
拍摄成照片，发送给我们。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环山
路3号润利大厦1603室 陈莹
(收)；也可以发送至电子邮箱
1658945160@qq.com，邮件最后附
上姓名和联系方式。

本报5月27日讯 5月27日下
午，副省长夏耕在东山宾馆会见韩
国新万金开发厅厅长李秉国一行，
并参加烟台市政府与新万金开发
厅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市领导孟凡
利、张永霞等陪同活动。

夏耕说，烟台中韩产业园和新
万金韩中经济合作区是两国政府
指定开展合作的产业园区，此次双
方签署合作协议书，为构建“两国
双园”合作模式迈出了重要一步。
希望双方共同努力，将园区打造成
投资合作的重要项目。

李秉国表示，相信随着韩中自
贸协定即将签署，双方的合作一定能
迈上全面深化融合的新台阶，不断开
创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夏耕在东山宾馆

会见韩国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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