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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区扶贫办荣获

“全国乡村振兴(扶贫)

系统先进集体”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

乡村振兴局8日召开全国乡村振

兴(扶贫)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

人表彰大会，授予153个集体“全

国乡村振兴(扶贫)系统先进集

体”称号，授予257名同志“全国乡

村振兴(扶贫)系统先进个人”称

号，其中山东省4个集体和7名个

人获表彰。济南市济阳区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全省4个
集体之一，荣获“全国乡村振兴
(扶贫)系统先进集体”。

这一荣誉的获得，凝聚了济

阳扶贫人五年如一日的倾情付出

和辛勤耕耘，更是汇集了党员干

部群众的戮力同心、团结一致的

磅礴伟力。 (杨维娜)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秦雪丽

樱桃爆红———
从线上到线下

6月8日上午，一则“全国近7
成樱桃来自山东烟台”的短视频
刷爆网络，登上了热搜榜。

“据报道，国产樱桃不输进
口车厘子！市场占有率年年升
高，有碾轧车厘子之势。其中，烟
台樱桃产量达到全国近7成，尤其
是福山樱桃，年产量超过全国1/
5，因果实个大、外观艳丽，深受90
后喜爱。数据显示，每年6月淘宝
卖出的樱桃可以铺满2000个足
球场，北、上、深、广、杭买的人最
多……”这则视频发布不久，便
聚集众多流量，很快登上微博热
搜，截止到6月10日上午10点39
分，话题总阅读量7631 . 9万，话
题讨论1 . 2万。

烟台樱桃不仅在网上红了，
在市场上也是“红得发紫”。

每天凌晨1点钟，当人们还
在睡眠之中，位居福山区的张格
庄大樱桃批发市场已开始躁动
起来，讨价还价声、计算器按键
声、打包声、车辆鸣笛声……

“人山人海！”张格庄大樱桃
批发市场管理运营方负责人于
春雨喜欢用这四个字来评价“大
樱桃第一镇”的繁忙和热闹。5月
下旬开市，随着大樱桃的陆续成
熟，市场也热闹起来，这种繁忙
场景可以持续一个月。

6月7日傍晚，家住门楼镇大
屋村的李晓东，来到市场卖樱
桃。今年产量不错，但近日雨水
多，她家的不少美早都裂口了。

“家里种了30多亩樱桃，有美早、
萨米托、先锋等多个品种。”李晓
东说，裂口的卖不上价，但品质
好的樱桃，价格很不错，随着端
午节的临近，这几天的价格也有
一定上涨。

在李晓东等待买家的时候，
家住桃村镇窑夼村的常同军挎
着两个空蓝子走出了市场。“卖
完了，来好几次了，这个市场大，
收购商多，果子不愁卖。”常同军
笑着说，他得赶紧回家继续上山
摘樱桃。

来自苏州的杨水松，是第四
年来到烟台采购樱桃，每天收购
的大樱桃当日就会运走，第二天
早上便能出现在苏州市民的购
物篮里。“价格比去年要便宜，和
产量大有关系，比如先锋大樱
桃，根据品质不等，每斤价格4-8

元不等。”
“比双11累多了，每天只能

睡两个小时。”这几日，电商“小
宝生鲜”总经理郭伟的嗓子沙哑
了，为了确保樱桃质量，他亲自
带领团队，在市场上收购，每天
忙得像陀螺，方能满足店铺每天
2万单的发货量。

于春雨介绍，目前是美早、
先锋的盛果期，驻扎在市场的大
型采购商有六七十家，市场日均
出货量在70万-80万斤，另外还
有不少电商在此直采。为了满足
客商的需求，今年市场特意配备
了智能选果机，建立了冷库，方
便客商对果子“打冷”，使樱桃透
心凉，保障新鲜运输。

为啥能红———
靠实力和底蕴

烟台大樱桃为啥这么红？首
先靠的是底蕴和实力。

1871年，美国传教士倪维斯
将第一株大樱桃树引入烟台福
山，也就是说，烟台种植大樱桃
的历史已经有150年。在大樱桃圈
子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全国
樱桃看烟台。”在烟台农科院大
樱桃专家张福兴看来，烟台大樱
桃走红可谓实至名归，全市种植
面积在35-38万亩，平均年产量

23-25万吨，每年处于稳步增长
的态势。无论是产量、品质，还是
品种选育、种植技术，都处于全
国领先地位。

作为“中国大樱桃之乡”的
福山区，2020年就贡献了8万吨
的年产量和10亿元的年产值。数
据显示，福山大樱桃的品牌价值
达到21 . 52亿元。而就在前不久，

“福山大樱桃”入选“中国最受市
场欢迎的樱桃区域公用品牌20
强”。

6月8日上午，张福兴参加了
2021年第七届中国·烟台樱桃大
赛，本次大赛，又给他带来不少
惊喜。“又脆又甜，个头也大。”张
福兴说，比赛现场，一位果农带
来了一份黄色樱桃，吸引了众多
专家评委，“这个樱桃属于老品
种，并不新鲜，但外观、色泽、糖
度都很好，说明果农的种植管理
技术不断提高。”

即便拥有150周年的栽培历
史，但是烟台人并没有“吃老
本”，而是一直思考，如何让这片
大樱桃红在土地上更好地绽放。

为提升大樱桃品牌形象，早
在2015年，福山区便启动实施了
福山大樱桃品牌战略，对“福山
大樱桃”进行全方位品牌发掘整
理、包装设计和营销策划，编制
完成了“福山大樱桃”区域公用

品牌发展规划。2016年—2019年，
福山区又通过扶持奖补等措施，
三年累计发展设施栽培1000多
亩，新种植园3500亩。

在张福兴看来，作为老产
区，烟台大樱桃也存在老产区的
通病和问题，树老、品种老、果农
老，应对和解决好这些问题，大
樱桃产业将会迎来更好地发展。

“为助力老旧果园改造，近年
来，烟台正在推广高密度栽培方
式。”张福兴介绍，过去，大樱桃树
型高大，一亩地只能种植40-50棵，
而现在推广的树形较小，一亩地
可以种植500—600棵，甚至1000多
棵，丰产时间比过去提前2-3年，
亩产也是之前的3倍多。

在水果领域，优果优价是不
争的事实。“今后的竞争，是品质
的竞争，而不是产量的竞争。”张
福兴说，作为大樱桃主产区，如
何种出更优质的大樱桃，也成为
摆在烟台果农面前的考题。

“今年降水频繁，裂果不少，
给老百姓造成不小的损失。”张
福兴介绍，同时，这也给果农上
了一课，对防雨棚的搭建要引起
足够重视，比如，一些搭建防雨
棚的樱桃基地，品质丝毫没有受
到影响。

在种植管理方面，张福兴说
一定要对标市场需求，通过加强

水肥管理、改良土壤等方式，增
加果实的个头和糖度。

为啥爆红———
依靠网络赋能

仅靠自身实力，烟台大樱桃
也能红，但是要红成现在这样恐
怕也不能。之所以有今天的爆
红，还要靠网络赋能。

2021年6月8日，烟台大樱桃
又传来喜讯。在由烟台市商务
局、福山区人民政府与天猫共同
举办的2021天猫正宗原产地启
动仪式上，烟台正式入选天猫正
宗原产地，村播学院、阿里巴巴
属地认证中心也相继揭牌，标志
着烟台大樱桃网络销售渠道得
到进一步拓宽。

如果说品质是烟台大樱桃
的竞争力，那电商互联网的发
展，则为走红插上了翅膀。作为
将烟台大樱桃卖到网上的第一
批人,邹仁涛见证了大樱桃电商
产业发展的全过程。目前，他在
天猫拥有专业的直播团队，通过
直播带动销量，店铺拥有粉丝
37 . 2万，与农户深度合作，帮助
农户平均一亩地增收两三千元。

作为土生土长的烟台福山
人，郭伟对大樱桃情有独钟，也
深刻体会果农们的辛苦与不易，
创业六年来，他从不敢懈怠。“为
更好地适应市场，经常出去学习
和培训。”郭伟说，也希望通过自
己的力量，帮助果农将大樱桃卖
到更多的地方。

“大樱桃产业发展速度远超
想象。”专注于大樱桃电商供应
链多年，林蔚林感慨颇多，从传
统人工到智能科技化分拣，市场
的盘子越来越大，需求也在不断
发生变化，“从往年订单情况看，
品质果和普通果大约各占一半，
现在品质果占到八成。”

2020年起，烟台福山区成立
淘宝直播村播学院，培育新农人
主播，用直播推动大樱桃抵达更
多消费者的餐桌。通过“淘宝电
商”“网红直播带货”“微商推广”
手段，借助微信、抖音、快手新媒
体平台，进一步提高福山大樱桃
和特色农业的美誉度、影响力。

1871年，当倪维斯将第一株大
樱桃树引入烟台福山时，他可能
不会想到，150年后，这棵幼苗在烟
台成长为享誉全中国的一张名
片。插上互联网的翅膀，烟台大樱
桃到底能飞多高？恐怕也没人可
以下断言，但是我们可以断定，烟
台大樱桃绝不会红在一时。我们
相信，烟台大樱桃明天会更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程凌润
实习生 张晓晨

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
是当今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
但新时代的智能技术也成为
很多老年人生活中新的障碍
和困扰。据了解，济南市政协
第三十六专题商量确定主题
为“跨越数字鸿沟，共建共享
老年友好型城市”，即日起至6
月3 0日，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老年人享用智能技术遇到的
难题”线索。

购物不会智能手机支付怎
么办？去医院看病不会网上挂

号怎么办？不会网约出租车怎
么办？还有哪些智能技术影响
了您的生活？您认为相关部门
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请把您看到的、听到的、
或亲身经历的事情都告诉我
们，我们一起来‘商量’。”公开
征集“商量”线索的公告上写
道，济南市政协将通过“商量”
共同探寻如何为老年人提供更
周全、更贴心的便利化服务，共
建共享老年友好型城市。

征集时间：即日起至6月30
日；征集邮箱：985240625@
qq.com；来信地址：济南市历下
区龙鼎大道1号龙奥大厦15楼
C1503(收)，邮编：250099。

登上热搜成为水果界“流量明星”，批发市场每天“人山人海”

烟台大樱桃为啥这么红

如何破解老年人智能技术“使用难”？

济南市政协邀您来商量

在张格庄大樱桃批发市场，工人们正在忙着分拣大樱桃。

6月8日上午，“全国近7成樱桃来自山东烟台”的消息登上微博热搜，对于烟台大樱桃来说，走红
并非首次，每年的樱桃季，它都会火上几把，在红火的背后，整个产业正茁壮成长。霸榜热搜，实非偶
然。凭借快递网络、时下的烟台大樱桃“红”遍全国，堪称水果界的“流量明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超 赵原雪 张文珂

6月10日上午9时，淄博市人
民政府、山东省商务厅共同主办,
香港全港各区工商联、淄博市商
务局、淄博市人民政府驻香港联
络处承办,省发改委、省科技厅、
省人社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等
省直部门共同参与的鲁港经济合
作洽谈会在淄博会展中心拉开帷
幕，鲁港交流开始谱写新的篇章。

这是继3月23日深化山东与
港澳台合作推进会后，山东省举
办的又一次鲁港重大经贸活动，
本次洽谈会得到了全国政协、全
国工商联、商务部、国务院港澳事

务办公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全港
各区工商联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本次洽谈会，优选出了新一
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
材料、医养健康、高端化工、现代
高效农业、文化创意、精品旅游、
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104个产业
项目，生物制药、新能源汽车、数
字科技与智能制造等70个特色园
区，总投资430 . 5亿美元。

本次洽谈会，促成了117个项
目签约，投资总额共计945 . 6亿
元。洽谈会开幕式现场，淄博各相
关区县和企业，与一批粤港澳大
湾区企业集中签约重点项目27
个，投资总额292 . 2亿元。

总投资额超945亿，117个项目签约

鲁港经济合作洽谈会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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