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2 新闻
2021年6月1日 星期二 编辑：钟建军 美编：武春虎 校对：周宣刚

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烟台5月31日讯(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董悦青) 5月
31日，从山东烟台开往湖南长沙
的G1850次列车上，有一批特殊
的“贵宾”，享用专门车厢，对车厢
内的温度也很挑剔。这批特殊的

“贵宾”，就是产自山东烟台的大
樱桃。上午10:09，载着清晨“刚下
枝头”的2吨烟台大樱桃的G1850
次列车缓缓从烟台火车站驶出，
21：50到达长沙，实现从“枝头”到
“舌尖”的快速衔接，标志着2021
年春果第一枝“高铁极速达”樱桃
专车由此拉开序幕。

早上8：20，凌晨刚刚采摘的
烟台大樱桃抵达中铁快运烟台营
业部，经过安检等流程后，等待今
年首发列车的到来。“为确保樱桃

顺利‘乘车’，铁路部门为樱桃制
定了专门的运输方案，通过科学
装载、快速安检、专人卡控等方
式，快速完成装车。”工作人员介
绍说。

5月，烟台大樱桃进入上市
期，樱桃作为时令水果，保质期较
短，运输时效一直是影响其外销
的重要因素。如今坐上高铁，让大
樱桃实现了从“枝头”到“舌尖”的
快速传递，为樱桃农户服务提升
收益，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

据介绍，今年“高铁极速达”
樱桃专车以烟台、青岛为核心，服
务范围辐射周边樱桃产区，全面
采用产区直发的高铁当日达，线
路集中在青岛—上海、烟台—长
沙南、烟台—成都，日均运能达10

吨，进一步提升了樱桃寄递时效，
让终端消费者能够更快品尝到山
东大樱桃的鲜美。

“高铁极速达”是中铁快运、
顺丰速运合资企业——— 中铁顺丰
国际快运有限公司为客户提供的
区别于传统物流模式、由高铁运
输衔接快速同城网络的高端快递
服务，已开通线路1554条，覆盖93
个城市。此次“高铁极速达”樱桃
专车的启动，中铁顺丰从运力分
析、指定车次，到高铁集装化运
输，紧贴市场需求，成功搭建高铁
车站、乡镇快递、田间地头的三级
服务网络，让乡村客户办理业务
更加方便快捷，形成了从田间到
餐桌的稳定高效的服务链条。

未来，“高铁极速达”产品将

进一步拓展服务广度和深度，努
力提升农产品物流效益，充分发
挥高铁运输准时稳定、绿色环保

的优势，为特色农产品打造优质
品牌、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作出
积极贡献。

樱桃“坐”高铁，日均运能达10吨

“高铁极速达”樱桃专车首发

农博园
永久关园

日前，烟台农业科学研究院
发布公告称，农博园景区自2002
年开园以来，已运营近20年，园内
景观设施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
老化和陈旧问题，给游客游园带
来较大的安全隐患。综合考虑农
博园运营现状，经研究，决定从
2021年6月1日起永久关园、不再
开展旅游活动。5月31日，位于烟
台市福山区港城西大街26号的烟
台农博园，游客服务中心与售票
处已关闭。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钟建军 摄影报道

“遇见美好·印象东方”短视频大赛今日开赛
每位参赛选手不少于3个作品，拍视频能拿大奖，赶紧秀起来

本报烟台5月31日讯(记者
李楠楠) 烟台的小伙伴注意啦：
拍短视频可以获大奖！“遇见美
好·印象东方”——— 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短视频大赛6月1日开始
啦，千元大奖等你来！

为探索文旅融合和烟台文
化建设相结合，把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非物质文化遗产、东方
古建筑、鱼鸟、花卉、老物件、书
画等板块融为一体，用短视频
形式表达出来，烟台市东方文
化市场联合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 推 出“ 遇 见 美 好·印 象 东
方”——— 烟台东方文化短视频
征集评选活动，发现网红力量，
聚焦流量，推介烟台东方文化
市场美丽风景、风土人情等特
色文化。

烟台市东方文化市场位于
新桥西路，占地120亩，共有精优
商铺600多户，摊位100余个。市
场内有水族大世界、国际花卉
苑、宠物乐园、古玩杂项城、特价
书城、书画院、自然石博物馆、中
高档家具城、厨具城、DIY手工
街、旧货市场、电气焊铁艺加工
市场。这里是烟台市的文化大观
园，也是胶东民俗文化的大院
子。这里有九景九观，十六个专
营区域，是一个集休闲、娱乐、观
赏、旅游、购物为一体的休闲文
化综市场。

本次大赛由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烟台融媒中心主办，烟台东
方文化市场、烟台市网络创业人
士服务联盟协办,烟台市老烟台

茶馆、烟台星耀艺术学校、东方
文化市场“东方潘家园”赞助。大
赛以短视频拍摄为载体，通过深
入挖掘东方文化的“吃、喝、玩、
乐、行”，运用创意的文案和拍摄
手法，推荐独具特色的短视频，
发现烟台东方之美。

活动时间：2021年6月1日—
2021年6月30日

短视频作品截稿时间：2021
年6月30日24:00

7月15日12:00截屏评奖

参与活动方式：

【抖音】参与方式：打开抖音
APP，点击屏幕下方的“+”拍摄
或上传作品，在标题栏输入“#遇
见美好·印象东方”并@“清风
子”“东方万象”抖音账号，每位
参赛选手不少于3个作品，即可
参与活动。

视频内容，要围绕烟台东
方文化市场展开，可以是古朴
的古建筑，也可以是特色的网
红打卡地；可以是胶东渔村风
情，也可以是特色小吃；可以是
美丽的花草，也可以是喜悦的
售卖现场；可以是东方文化院
的各个景色，也可以是非遗传承
故事……

视频须为原创，拍摄时间为
2021年6月1日-6月30日之间。作
品视频分辨率不低于1280*720
(竖屏或者横屏)，时长不低于30
秒，格式不限，画面要清晰连贯。

作品的内容健康向上、较为

完整，画面优质、有温度、有创
意、有情怀，能够引起受众共鸣。
作品数量不低于3个，作品须紧
紧围绕活动主题创作，与烟台东
方文化市场无关的作品不参与
评选。

凡是到现场拍摄视频者都
可以领到精美的礼品袋内含“东
方潘家园”免费领取价值169元

“东方夜明珠”门票一张，128元
烟台老茶馆门票一张等礼品。

七天一个周期(根据点赞量，
播放量，转发量)，评出优秀作品，
在齐鲁壹点平台展播，齐鲁壹点
平台投票量参加计分评奖。

按得分从高至低依次排序，
分别设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
奖、优秀奖四大奖项，并对入围
作者颁发荣誉证书。

作品报送方式：

1 .指定邮箱：365788308@
q q . c o m ;邮件发送标题格式：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短视频征
集评选活动】+【作者姓名】+【电
话】，不以上述格式报送，视为
无效。

2 .或者于7月15日12 :00前，
按照规定格式将作品报送到东
方文化市场“东方潘家园”。咨
询电话：0535-6272328李先生。

作品征集截止时间为2021
年6月30日24:00，逾期不计入评
选范围。有效点赞量、转发量统
计时间截止到2021年7月15日12:
00，逾期视为无效。

一表报多税
今起烟台实施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申报

本报烟台5月31日讯(记者
李雯娅 通讯员 王冬梅) 办
税缴费便利化举措与纳税人缴
费人息息相关。日前，记者从国
家税务总局烟台市税务局获悉，
6月1日起烟台市全面实施财产
和行为税合并申报，逐步实现多
税种“一张报表、一次申报、一次
缴款、一张凭证”。这是国家税务
总局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
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
见》和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
举措，也是烟台税务部门推动

“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
民办税春风行动”走深走实的重
要体现，对减轻企业办税负担，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优化营商环
境具有重要意义。

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申报，是
对财产和行为税原有的分税种
申报表和数据项进行“并、减、
优”后形成新的报表体系，使得
申报表简洁化、税源管理前置
化、纳税申报自动化和申报管理
一体化。此次合并申报的范围包
括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
船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资源
税、土地增值税、契税、环境保护
税、烟叶税10个税种。

“‘简并申报表，一表报多
税’是合并申报最直观的特点。”
烟台市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科
周晓滨说：“实施合并申报后，申
报表数量减少、填报事项减少，

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都将让广
大纳税人直接体会到报送资料
简化，申报次数减少，办税时间
压缩等诸多良好办税体验。”

“税务部门已经提前通过视
频培训等方式进行辅导，还提供
了操作手册，感觉新的合并申报
方式很简单。跟之前相比最大的
感受就是申报时每个税种只要
填写一张报表，填报的数据项也
简化了许多，申报表自动计算生
成，真的很方便。”烟台德润液晶
材料有限公司财务人员这样对
记者说。

据悉，为确保广大纳税人
对合并申报业务能够“学得会、
适应快、用得好”，烟台税务部
门提前采取线上线下多种方式
面向纳税人开展培训辅导，已
通过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发
放《致纳税人的一封信》《办税
操作指南》等辅导资料，还通过
在线培训等方式为纳税人提供
线上指导，通过税企互动平台
向纳税人推送合并申报相关事
项，确保纳税人全面知晓，享受
便利。

在此税务部门提醒，实施合
并申报后，对于涉及纳税人的土
地、房产等数据，如果今后相关
数据没有发生变化，本次填报过
的报表可以重复使用，请纳税人
务必做好基础数据的填报工作，

“一次填报、多次使用”。

高考外语口语采用人机对话机考

本报5月31日讯(记者 李楠
楠) 5月31日，记者从烟台市教育
局获悉，烟台市2021年夏季高考
外语口语考试于6月19日举行，采
用人机对话机考形式，计算机判
定成绩，计分方法为百分制。

根据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的统一安排部署，报考外语或有
外语口试要求专业的夏季高考考
生须参加外语口试。2021年烟台
市外语口试工作由各区市组织，
考生在高考报名区市进行考试，
采用人机对话机考形式，计算机
判定成绩，计分方法为百分制。

缴费时间：6月11日-16日。
1 .考生通过各大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下载手机APP“烟台一手
通”，注册登录。2 .进入便民服务
云缴费，点击教育考试中的“烟
台市高考外语口语考试考试费”
进行缴费。

缴费成功的考生重新登录
“烟台一手通”APP下载考试通
知单，使用A4纸张打印。提醒
考生：区市设置有多个考点的，
由考生自行选择考试地点，原
则上本校设立考点的考生在本
校考试，为防止考生候考时间
过长，考点每半天设置考试人
数上限，根据考生选择考点打
印通知单的先后顺序自动确定
上午或者下午考试。考试通知
单上面注明了参加考试的地点
及考试时间，请按照通知单上
的时间及地址参加考试。

考试时间：6月19日8:00开
始，考生需提前半小时报到，按
考生签到先后顺序上机考试。

考生于6月26-27日通过手
机APP“烟台一手通”，查询成绩。

外语口语考试费为每生35
元。

铁路部门为樱桃制定了专门的运输方案，通过科学装载、快速安检、专人卡

控等方式，快速完成装车。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梁莹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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