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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白晓 宋弢

5月13日，第23届北宅樱桃节开幕。在乡
村振兴和地铁时代的双重利好下，走过23个年
头的崂山区北宅樱桃节希冀借势实现樱桃产业
的再次升级。

地铁开通带来巨大客流

本届北宅樱桃节将持续到5月27日，期
间，崂山小樱桃、崂山樱桃、乌梅及早、红
灯、砂蜜豆、沙蜜脱等数十个品种、42万株、
1 . 1万亩樱桃都将陆续迎来成熟。

5月11日上午，阵雨过后的大崂樱桃谷
里，一簇簇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头，晶莹剔
透。“今年樱桃花期遇到大风，传粉受到影
响。坐果期又遇到两场霜冻，产量降低了两
成。不过，果子结得少，养分供得就足，今年
的樱桃，甜度更大，营养更高，品质绝对
好。”大崂樱桃谷负责人王德东说。

更让人王德东欣喜的是地铁11号线开通后
带来的巨大客流。“樱桃节开幕后的首个周
六，樱桃谷里一天来了3000多人。”王德东欣
喜地告诉记者。

摘樱桃可微信预约

据统计，首个周末，北宅各大樱桃园共接
待市民游客12万人。为了让市民和游客更加便
利地往来于地铁站点和樱桃园区，北宅街道与
交运集团在樱桃节期间推出了对接地铁11号线
的两条樱桃节旅游定制专线，直接开到地头，
票价2元。同时在地铁11号线途经的世博园、
北宅、北九水三个站点配备旅游线路示意图，
游客可以自由选择到附近社区体验采摘。

今年樱桃节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第一次实
现了线上交易功能，专门制作了“爱上北宅”
微信小程序，游客和市民可以通过小程序提前
下单、约定时间、支付费用的方式来预约到哪
个社区进行樱桃采摘，为北宅农产品销售拓展
渠道。

记者在微信上打开“爱上北宅”小程序，
点开“采摘门票”板块，以社区为单位的樱桃

采摘门票映入眼帘，游客可以自由选择想去的
社区。

“园区以社区为单位上线，目前有25个社
区，涉及1800户农户。我们设立了第三方的监
管账户，樱桃节后统一进行结算。”北宅街道
宣传统战委员胡声锐介绍，市民和游客只需要
在采摘前1小时进行下单，下单后农户会主动
与客人沟通。市民和游客可以提前了解樱桃数
量和品质，根据时间和人数情况，选取适合的
采摘商家，并且可以提前预约采摘时间。

据悉，今年通过街道统筹，北宅25个社区
1800户果农的樱桃园集中“上线”接受预定，
带给市民游客全新的感受。

文化引领

为了让市民和游客更好地品樱桃，赏风

光，北宅街道实施了精品樱桃园提升改造工
程，从采摘路径、游客休憩设施、公共停车
场、公共卫生间等方面投入300多万元，同时
升级改造农家宴，引导农家宴从庭院景观、房
间布局、明厨亮灶、餐具、卫生间等方面提升
品质。

北宅街道还启动了田间地头、社区环境、
道路旅游综合环境、河道沟渠“四项整治”3
年行动，以打造“全域旅游皆景区”示范街道
为目标，全力展现“生态新城魅力北宅”的形
象。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北宅为樱桃节注入了
“文化因素”。开幕式上，樱桃节吉祥物樱嫚
儿揭牌发布，这是一名头戴樱桃小帽的可爱女
童，身穿粉红色的短裙，脚蹬绿色短靴，造型
似刚上市新鲜欲滴的红樱桃。女童手拿一颗红
樱桃，喜爱之情油然而生。除了樱嫚儿卡通形

象，北宅樱桃节的logo也公布。今后，樱嫚儿
卡通形象和北宅樱桃节logo将固定下来，成为
北宅樱桃的形象代表。

樱桃盒也是展现樱桃节品牌的舞台。北宅
街道将樱桃盒纳入文创产品的研发中，通过降
价补贴和引导，逐步实现北宅樱桃包装盒的统
一。记者了解到，樱嫚儿系列文创产品，一期
产品开发包括樱桃盒、樱桃篮、樱嫚儿粘贴
等，二期将陆续推出T恤、保温杯、帽子等文
创产品。为了拉长乡村旅游产业链，实现城乡
互动，体现全民参与，北宅街道今年樱桃节期
间共开展十大主题活动，进一步丰富文化内
涵。

胡声锐说：“将节庆文化与旅游相结合，
发挥文化引领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可以进一
步丰富樱桃节的文化内涵，提升节庆影响
力。”

□ 本报记者 薄克国

两个关键共享技术平台揭牌

5月10日，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
下简称“大连化物所”)和中科院青岛生物能
源与过程研究所(以下简称“青岛能源所”)在
青岛举办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专项成果发布
会，标志着两所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专项行
动正式启动。该行动将搭建政产研金沟通桥
梁，助推科技与产业合作发展，推动一批科研
成果在山东、青岛区域的落地转化，服务区域
大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

为抢抓世界能源科技发展制高点，推进国
家能源科技革命，加快推进洁净能源国家实验
室申请，中科院党组去年决策启动大连化物所
和青岛能源所融合发展，并以两所为核心牵头
组建中科院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融合发展以
来，两所积极推动科技成果在青、在鲁的转移
转化工作，助推山东省传统产业的提质升级和
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结合山东省、青岛市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需
求，两所遴选代表性科技成果项目重点推介，
举办膜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青岛）、天然
产物大健康技术创新中心两个关键共享技术平
台的揭牌仪式。

膜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青岛）是以原
大连化物所膜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为基础进
行公司化改制组建成立的——— 天邦膜技术国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与青岛能源所共
建，是膜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落地青岛的重
要技术输出平台，是两所针对山东省新旧动能
转换、化工行业转型升级开展技术创新与应用
的重要载体。膜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青
岛）将导入双方的技术、产品、人才等优势，
积极服务山东省内化工企业，打造膜技术领域
内高新技术的策源地和产业化基地。

天然产物大健康技术创新中心是两所结合
“健康中国”战略，利用两所在天然产物创
制、分离与提取方面的技术、人才优势，共同
在青岛打造的创新平台，旨在服务山东、青岛
生物医药、高附加值营养保健品等战略新型产
业发展，未来希望打造“高端品质、平民价
格”的保健品品牌。

服务“乡村振兴、美丽中国”

成果发布会现场，举办了新能源、先进生
物技术、高端化工技术三个领域18场专题报
告，促进企业界代表对科研成果深入了解，推
动企业与研究所科研人员进行深入合作，近10
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与昌盛东方、明月
海藻、琅琊台、汉河、华通等企业签订了7项
合作协议，将在燃料电池关键部件与发动机、
海洋健康产业等领域开展战略合作。

其中，两所与青岛昌盛东方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将围绕太阳能、高效

农业、储能材料与系统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
两所与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签约战略合
作，三方将围绕海洋大藻综合利用、高附加值
产品开发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大连化物所与
山东联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签约，将
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致力于新材料、新能
源、精细化工等领域的关键技术突破、工程化
示范应用和产业化；大连化物所还与临沂矿业
集团有限公司签约，加强在新型煤化工技术、
现代农业技术、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研发，共
建“双创-创客联盟”。

青岛华通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与青岛能源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基于双方
在生物天然气技术、装备、工程、产业化推广
方面良好的合作基础，双方拟建立全面战略合
作，五年内共同建设30个生物质新能源项目，
打造秸秆等有机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新模
式，服务“乡村振兴、美丽中国”等国家、区
域重大发展战略。

“之所以选择与青岛能源所合作，因为青
岛能源所关注更多的是应用领域，产业化项目
较多，研究人员也都跟着项目走，技术相对来
说更容易实现转化。”青岛华通国有资本运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邓力说，他们之前
与青岛能源所在平度南村共同运作的秸秆生物
天然气示范项目，每年可处理玉米秸秆7万
吨，还可处理尾菜、牛粪、猪粪等，年产天然
气700万立方米，产气量达到国际最高水平。
该项目解决了农民焚烧秸秆污染环境的难题，
周边15公里半径内的农民还因秸秆回收每年增
收1000万元，平均下来每亩地增收约150元，
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

争建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

青岛能源所所长刘中民院士表示，青岛是

山东新旧动能转化试验区的核心城市，青岛能
源所自身也具有很多优势，在生物能源领域研
究基础和应用上，都很有特色。下一步要把青
岛能源所和大连化物所一些技术汇集起来，针
对青岛和山东的区域发展需求，打造人才聚集
高地，更好地服务青岛地方经济的发展，两所
要紧密融合支持区域发展。

两所将加快推进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建设
和先导专项实施，组织开展服务产业新旧动能
转换发展专项行动。

围绕青岛市电动大巴车产业发展需求，
以青岛交运集团实际需求为切入点，联合新
源动力、大连融科储能公司共同打造青岛新
一代新能源产业集聚区；围绕山东省化工产
业“退城入园”、转型升级发展的重大需
求，推动高端化工产业升级系列科技成果在
山东省、青岛市的转化，打造青岛“液态阳
光”经济体系；围绕青岛市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需求，整合两所在天然产物资源获取与分
离纯化方面的优势，推动合成生物技术应用
与转化，打造青岛大健康产业示范园区；面
向绿色环保与节能减排需求，加速推广生物
能源与材料新技术，推动生物能源与材料的
产业发展；面向青岛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
设需求，推动特种动力电池、高含能材料等
重大成果在青转移转化，支撑青岛古镇口军
民融合创新国家示范区创建。

“洁净能源让生活更美好。”刘中民院士
透露，未来两所融合发展将以建设世界一流科
研机构为目标，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争建洁净
能源国家实验室，引领国家能源技术革命，支
撑国家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构
建；以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为平台，将大连和
青岛打造成为洁净能源领域的科技创新中心、
人才聚集高地、科技成果转化基地，支撑两地
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

□记 者 薄克国
通讯员 李鲲鹏 报道

本报青岛讯 5月7日，青岛科技大学与国家能
源集团、太原理工大学、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
公司在青岛蓝谷气候变迁与能源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签订共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应对气候变化协同
创新中心”合作协议，并举行揭牌仪式。

四方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开展科学研究、技术
创新、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中心采取网络化、柔
性化和协同化产学研结合，院校企合作方式，致力
于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技术研
发，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强化协同创新，开
展支撑煤炭转化、二氧化碳减排等技术和前瞻性、
战略性技术研发，抢占相关领域科技制高点。

中心下设北京、太原和青岛三个分中心，其
中，北京分中心依托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
建设，太原分中心依托太原理工大学建设，青岛分
中心依托青岛科技大学建设。

中心以国家“面向2030——— 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重大项目为平台，着力推进煤炭科技创新与进
步，为我国煤炭减量化、清洁化、低碳化转型提供
技术支撑。重点在煤炭清洁转化技术、应对气候变
化领域和政策研究方面开展合作。

□记者 肖芳 报道
本报青岛讯 5月9日，青岛市物价局发布消

息，因上游供气企业近日下调青岛市非居民用管
道天然气门站价格，青岛根据市内三区非居民用
管道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规定，决定自
2018年4月18日起，下调市内三区非居民用管道天
然气销售价格。市内三区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最
高销售价格由每立方米3 . 636元调整为3 . 257元。

市物价局表示，上述销售价格为最高限价，
天然气经营企业可在最高限价范围内自主确定具
体销售价格。据测算，价格下调后，相关行业用
气成本有所降低，按市内三区2018年非采暖季非
居民计划销气量测算，工商业用户将减少支出约
2694万元。

广告

大连化物所与青岛能源所共融发展

抢抓世界能源科技发展制高点
◆为抢抓世界能源科技发展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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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申请，中科院党组

去年决策启动大连化物所和青岛能源所

融合发展，并以两所为核心牵头组建中

科院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融合发展以

来，两所积极推动科技成果在青、在鲁

的转移转化工作，助推山东省传统产业

的提质升级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樱桃节亮出“文化范儿”
崂山区北宅借势推动樱桃产业再升级

□记者 白晓 报道
游客在大崂樱桃谷采

摘樱桃。

四方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非居民用天然气
价格下调

□记者 白晓 通讯员 李保光 报道
本报青岛讯 5月6日，由上海财经大学与英国

特许证券与投资协会（CISI）合作开设的“财富管
理国际资格认证”首期班证书授予仪式举行，22名
学员获颁资格证书。

“财富管理国际资格认证”的主办方英国特许
证券与投资协会CISI是由伦敦证券交易所于1992年
建立的专业机构，其职能主要是为金融服务行业提
供证券及投资方面的系统职业资格认证、会员服务
以及职业发展机会。其提供的职业资格认证受到全
球最权威最严格的金融监管机构——— 英国金融行为
监管局的监管与官方认可。

22人获颁财富管理
国际资格认证证书

□记者 肖芳 报道
本报青岛讯 4月2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

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正式公示了“2017大数
据优秀产品和应用解决方案案例”名单，全国30个
大数据产品、70个大数据应用解决方案共计100个
项目入选该名单，其中青岛4个项目入选。

这4个入选项目分别是：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
辆股份有限公司的基于大数据技术的高速动车组健
康诊断及专家支持（PHM）系统、双星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的基于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轮胎全生命周
期大数据应用方案、青岛酷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的
数据驱动的服装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系统解决方案、
青岛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先进的新一代智
慧城市系统。青岛入选项目占到全国的4%，在全
国处于领先水平。

青岛市经信委表示，优秀产品案例名单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和标志性，对地方、企业、行业和用户
加强交流学习、提高认识、开拓思路，科学务实推
进大数据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具有较强借鉴意义和推
广价值。

4项目入选工信部
大数据优秀产品案例

□记者 白晓 通讯员 张明瑛 报道
本报胶州讯 5月11日，记者走进胶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看到，道路边、河道湖边、项目边地这类
不能用于建设，只能进行绿化的地块上，生态苗圃
试验园正在有条不紊地建设。

“盐碱高、海风强、投资大”一直是制约胶州
开发区绿化发展的难题。为达到用最小的投入实现
最大绿化的效果，开发区大胆尝试自给自足的绿化
供给方式，将“三边”地块作为绿化苗圃试验用
地，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绿化效益的三
赢。原本需要9亿元的园区绿化，如今仅需不到2亿
便可完成。

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宋业敏介绍，按照先
前的绿化方式，开发区还需要再投入将近9亿元进
行园区绿化，但若采用“生态苗圃试验园”绿化模
式，采购苗木成本变为原来的37%，直接节约苗木
成本3 . 09亿元；由于苗木规格变小，不需要养
护、修剪，也不需要作排盐除碱处理，只填砂砾土
作为隔盐层，进行苗圃式栽植，幼苗栽培及养护管
理成本约为原来的30%，长成大树后再进行移栽，
这样比原绿化模式又节省了4 . 1亿元。

9亿元园区绿化成本
降至不到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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