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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大明）记者日前获
悉，2020年中日韩工程技术大会将于9
月16日在烟台开发区举行。

2020年中日韩工程技术大会是由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指导，山东省科学技
术协会、烟台市人民政府主办，烟台市
科学技术协会、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山东省青年科学家协会、山
东省自动化学会、山东电子学会、山东
化学化工学会承办，旨在打造促进中、
日、韩三国之间技术转移与协同创新、
经济产业共同发展、工程高端人才国际
化合作的创新平台。

本次会议以“携手中日韩，拥抱自
贸区”为主题，以“现场+网络直播”的方
式举行。大会设开幕式、主论坛、平行
论坛三个阶段。结合烟台产业结构和
发展方向，大会设有四个专题的平行论
坛，涵盖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与化工新

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海工装备四方
面内容。分论坛将分别围绕新能源汽
车及关键零部件、智能制造等深化中日
韩三国之间的技术创新；围绕烯烃产业
链，精细化工品、电子显示材料、封装材
料等深化在化工新材料和电子新材料
方面的科研合作；围绕半导体、人工智
能、5G工业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开展合作研讨和技术对接；
围绕海洋生物医药和生物制品、海洋工
程装备等深化科研合作。

烟台市科协党组书记、主席陈海涛
表示，因受疫情影响，本次大会采取“线
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线下主会场
设在烟台金海岸希尔顿酒店，现场活动
将全程在官方网站进行视频和图文直
播，四个分论坛同样采取线上方式在官
网进行播放。

9月16日上午的主会场分为开幕
式及主论坛两部分，开幕式现场将邀请
中国科协领导、省科协领导，烟台市人民
政府领导和相关部门领导，市级学会、高

校科协、烟台部分高新企业代表参加。
开幕式由领导及代表致辞、专家现场报
告、自贸区推介及签约仪式等环节组
成。主论坛阶段，将邀请海内外专家进
行线下及线上讲座。以上活动将全程在
大会官方网站进行视频及图文直播。

16日下午的平行论坛将结合烟台
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向，围绕高端装备
制造、电子与化工新材料、新一代信息
技术、海洋工程装备四个领域，开放超
过70位中日韩三国相关领域专家为

大会专门录制的讲座视频，发布得到
授权的140余名中日韩三国相关领域
与烟台有合作意愿的专家资料，包括
他们的学术背景、研究领域、主要成果
等具体信息，供参会人员在官方网站
点击收看。同时，大会还组织了专场
技术交流对接会，邀请国际技术转移
协作网络负责人、省科协领导，与烟台
市直相关单位、开发区、高新区管委及
部分高新技术企业开展座谈，探讨如
何进一步深化合作。16日下午还将邀

请部分参会院士专家和领导参观开发
区中韩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中日经济
文化交流中心和自贸创谷。

同时，为突出本次大会主题，展示
山东自贸区烟台片区优势，大会专门设
置推介板块，由开发区领导进行自贸区
推介，让与会领导、嘉宾更深入更直观
地了解烟台市自贸区产业发展情况。

“现场+网络直播”助力中日韩携手发展！
2020年中日韩工程技术大会明日在烟举行

扫码观看现场直播

大会网站：http://www.cjkcetyantai.com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赖皓阳）昨日，一年一度的
烟台秋季国际车展落下帷幕，
在这个“金九银十”的开局时
刻，一场“汽车盛宴”拉动消费
再升级，激发无限消费潜力。
5天车展，客流量15万人次，
销售车辆8000台。

本次烟台车展室内外全
部开放，面积超6万平方米！
展览品牌囊括了宾利、保时
捷、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丰
田、本田、日产、福特、长城、红
旗、长安等几乎所有高中低端
汽车品牌，是烟台规模最大的
展销会。烟台车展的影响力
已经深入到县市区，从各县市
区到车展的看车团直通车陆
续到达车展，很多县市区市民
都在烟台车展现场订购了车
辆。组委会还组织了超级萌
宠秀、经典老车展览、非遗文
化专栏、网红夜市等，给市民
提供了多元化的观展体验！

本届秋季车展承接6月

份举行的疫情后首展——夏
季惠民车展，将汽车作为拉动
内需、刺激消费的载体，加速
经济回暖，释放市场活力。从
5天的销售情况来看，家用车
仍是主流，但中高档豪车订单
数量超过预期，保时捷、奔驰、
宝马、奥迪等品牌提车数量可
观。

家用级轿车作为“刚性
需求”历来是车展销售“大
户”。从车展反馈情况来看，
各品牌10万元左右价格车型
竞争比较激烈，在车型展示
上，减少了许多“花哨”配置，
更加注重实用，而空间则是
许多车型“较量”的关键所
在，许多20多万元的中级车
可载6-7人，性价比很高，颇
受购车一族青睐。由车展可
见汽车市场新业态，疫情后
消费者对“车”的态度发生改
变，不再执着于“好看”“炫
酷”，经济实惠、实用耐用是
优先考虑的因素。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杨健 通讯员 夏成 常虹）
据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统计，
烟台六区上周（9 月 7 日-
9月 13日）新建商品房销售
596套。

六区之中，新建商品房销
售量最高的是牟平区，销售
138套。销量排在前列的项
目有葡醍海湾销售25套，恒
大御澜庭销售8套，海屿公元
销售8套。芝罘区次之，销售
127套。销量排在前列的项
目有珠玑路以西、珠玑中路两
侧（原益丰灯芯绒厂区）B地
块销售25套，富甲小区东区
销售10套。开发区第三，销
售119套。销量排在前列的
项目有西上海名邸小区销售
16套，佰和锦园小区销售15
套，依云小区销售9套。福山

区销售99套。销量排在前列
的项目有瑞河新城销售 28
套，东篱庭院销售8套。莱山
区销售71套。销量排在前列
的项目有陈家北侧B地块（烟
台观山海项目）销售11套，胶
东文化产业一期销售10套。
高新区销售42套。销量排在
前列的项目有祥隆·又一城销
售9套，辉盛岚湾小区销售7
套，天泰学府壹号销售5套。

六区上周批准商品房预
售许可5个。其中福山区3
个，分别为中传百乐里广场
1#、2#、3#、4#办公商业楼；华
发观山水小区1#、8#、10#住
宅楼；富丽新城B地块二期
22#、26#、28#住宅商业楼。
莱山区1个，为烟台华润中心
7#住宅商业楼。牟平区1个，
为河畔丽景B区6#住宅楼。

上周我市六区新建商品房销售596套

牟平区销量最高

烟台秋季车展圆满收官
5天售车8000台

小小二维码 妥妥有底气
数字追溯技术引领品牌农业大放异彩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公文与新
闻写作是文秘、新闻宣传干部的基本功，是
职场取胜的法宝。想提高公文、新闻写作能
力，就要遵循写作的基本规律，只有把握这
些基本规律，多学习、多思考、多练习，才能
熟能生巧，达到“下笔如有神”的境界，才能
成为领导的得力助手。

烟台日报传媒集团自2004年举办公文
与新闻写作培训班以来，累计已有3000余
名文秘宣传干部参加了学习，已成为胶东地
区最专业的写作培训机构。往届学员某局
文秘科郑科长说：“老师讲的《小标题打造与
逻辑线安排》，对我太有帮助了，解决了我写
作过程中的很多困惑，标题是一篇文章的眼
睛，有一个好的标题，文章就成功了一半。”某
高校办公室王主任说：“授课老师赠送的软件
工具包，很实用，内容包含从新中国成立到现
在主要的政策法规文件，约有近十万件，五亿
字左右；打造公文表达亮点的逆序词典，收词
量近40万条；公文电子材料收集及处理工具
包；思维导图辅助写作思维整理；舆情监控类
软件与辅助信息写作等。这份工具包对我
的帮助不能用价格来衡量。”某上市公司办公
室程主任说：“以前我们经常写工作通讯、先
进事迹、调研报告等公文，常常想如何从工作
稿中提炼出新闻来宣传企业，这次培训班上
老师讲的《新闻的发现与写作》，正好解决了
我这个问题，令我茅塞顿开，真是太感谢了！”

随着网络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人们习惯

了上网交流，通过微信公众号、抖音短视频、
外网、内网、APP客户端等获取各种信息，
网络媒体互动性强，用户使用频次高，社会
影响力大。机关、企事业单位利用新媒体可
低成本、跨地域快速发布信息，节省大量的
时间和费用。目前很多单位已经建有两微
一端一抖一快，但有的运作不很理想，往往
成为僵尸账号，睡眠网站，没有发挥好新媒
体政务传播的作用，从业人员专业水平也亟

待提高。利用新媒体传播正能量，是摆在我
们面前的紧迫课题。

为了适应公文与新闻在新形势下的发
展需要，帮助文秘、新闻宣传工作人员及时
掌握新时期党中央最新路线方针政策，准确
分析把握当前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进一
步提高新时期公文与新闻写作能力，切实提
高文秘宣传队伍的写作力、传播力、引导力、
影响力、公信力，跟上时代步伐，不断增强文

秘宣传干部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
打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文秘、新闻宣传
干部队伍，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定于10月21、
22、23日举办第十一届写作培训班，今年写
作班有幸邀请到公文与新闻资深写作专家,
以及新华社微信公众号、字节跳动抖音、今
日头条新媒体运营传播专家前来授课，开设
的课程有：《疫情、新三服务、改文风背景下
的文字材料写作的转向》《(条例)(格式)在实
践中的复杂点和关键点》《高频红头文种的
写作（含请示、报告、通知、意见、函、纪要）》
《计划、方案写作与工作规划、设计能力培
养》《文字材料的逻辑线与搭架子——共性
要素组合重构：类、因、法、果、理》《经验类写
作、经验提炼与模式固化能力培养》（典型经
验、先进事迹、总结、述职、经验调查、工作通
讯、经验通讯等）《文字综合能力总结及文字
辅助软件MM的使用》《如何写好领导讲
话稿》《如何发现新闻》《如何写好新闻》
《如何提高上稿率》《如何打造抖音号爆款视
频》《如何打造头条号爆款文章》《微信公众
号的内容制作与推广方法》《网络舆情应
对》等课程，欢迎各机关、事业、企业单位相
关人员踊跃报名参加学习！

参加本次培训班的学员将获赠较高价
值的《电子公文制作技术》软件工具包一
套。电话：0535-6631304，13001618689，
18563871319

报名地址:烟台日报社三楼318室

新华社、今日头条、抖音大咖授课

烟台日报传媒集团第十一届
公文与新闻写作培训班将开班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曲彩云 通讯员 马桂华
摄影报道）9月14日，在毓璜
顶医院门前，施工人员正在进
行桩基施工。记者获悉，由市
城管局负责的2020年毓璜顶
行人过街天桥项目进展顺利，
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87%，预
计本月底全部完成安装，比预
定工期大幅提前。

根据《2019市区十大交通
堵点治理工作方案》要求，市城
管局在毓璜顶医院门诊楼北侧
横跨毓东路新建一座行人过街
天桥。天桥建成后将极大缓解
周边交通压力，进一步保障行
人安全便捷出行。

天桥整体采用“Z”字形，其
中主桥采用简支钢箱梁，南、北
梯桥采用连续钢箱梁。为方便
市民就医，天桥南北两侧各设

置一部医用无障碍直梯。
施工过程中，市政中心会

同施工单位多次走访周边单
位协调解决相关问题，保障
天桥工程顺利推进。为确保
吊装工作安全有序进行，施
工时间选在人流量及车流量
较少的夜间 11 点至凌晨 4
点，并对施工区域进行全封
闭施工，早晨5点撤除封闭标
志、吊装设备，及时清理场内
垃圾，在早高峰前恢复正常
通行，最大程度减少对周边
交通的影响。

目前，毓璜顶行人过街天
桥正在进行两个电梯井混凝
土浇筑、桥面铺装钢筋绑扎及
北梯桥吊装准备工作，预计9
月25日完成北梯桥吊装，9月
30日桥面、电梯及光电玻璃
等将全部安装完毕。

毓璜顶过街天桥月底完工
比预期大幅提前

工作人员粘贴二维码将农产品上“云”。

烟台日报传媒集团第十届写作培训班授课现场。

商标、生产者……扫码全知道

“这个电子二维码合格证贴上去到底起
什么作用？”记者指着如橡皮大小的绿色标
识有些好奇。

“它的作用可大了。刚才我用手机激活
了，现在你就可以扫码看这批产品的上市时
间，里面还附有产品的商标、各种证照、基地
和产品的信息、生产者的联系方式，还可以
关联到网店上。”说到这个小小的电子合格
证，万芳汝如数家珍。

“比起生产环节，农产品优质难优价的
现象已成为优质农产品供给保障体系建设
需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莱州市农业农村
局质监科农艺师任晓萍说，“基于农产品的
高度同质化和弱差异性，建立一套消费者
信任的、可识别的质量保障体系，是破解矛
盾的关键。扫一扫二维码，立刻能找到农
产品的生产主体，依托这套可追溯体系，我
们创建莱州安全农产品区域品牌，更有了
根基和底气！”

有了二维码，苹果一跃成“网红”

小小二维码，妥妥有底气！
2019年年底在陕西杨凌举办的“中国

好苹果”大赛中，琅琊岭苹果一举拿下免套
袋组金奖和最具价值生态果品奖两项大
奖。琅琊岭苹果之所以受到用户的广泛信
赖，得益于他们早早运用了二维码电子合格
证。自从推行二维码电子合格证后，琅琊岭
苹果由原来的销售难、价格低，一跃成为网
红产品，电子订单纷至沓来，一果难求，变成
真正的“黄金果”，平均价格达到每公斤15
元以上，苹果尚未采收即销售一空，给企业
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莱州市金仓街道西尹家村是韭菜专业
村，种植面积达到2000多亩，被农业农村部
认定为“无公害韭菜生产基地”与“国家级现
代农业示范园”。未使用二维码电子合格证
前，韭菜价格处处受制，价格极不稳定，最便
宜的时候每斤只有几毛钱。自从使用二维
码电子合格证之后，西尹家韭菜产品远销北
京、天津、济南、威海、青岛等大中城市的批发
市场和超市，产品供不应求，每亩韭菜纯收入
在1万元以上，人均年收入达到24000多元，

经济效益翻了一倍多，带动1000多户农民
发家致富。由于该二维码具有先进的防伪
性，已成功处置外地冒充莱州韭菜案件6起，
真正保护了当地韭菜品牌和韭农利益。

二维码电子合格证受农户热捧

莱州大姜的种植始于明朝洪武年间，迄
今已有500多年的栽培历史，具有肉质肥厚
姜块大、颜色鲜黄有光泽、辛辣适中口感好
的特定品质，在国内外市场享有较高的知名
度，是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去年年底，莱
州市打造了富有莱州大姜特色的二维码电
子合格证，所有产品包装全部张贴，推向国
内外市场，极大地提升了莱州大姜的知名
度，给企业和农户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现
在莱州大姜每天发往北京10万多斤，在北
京新发地市场占有率达到90%以上。疫情
期间，莱州大姜更是叩开海外市场，百万斤

大姜成为俄罗斯“座上客”。今年莱州全市
大姜种植面积预计达到15万亩，较去年翻
了一番多，每斤价格较去年同期高出1-2元
钱，直接惠及千家万户，已成为莱州市发展
特色现代农业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当前，我们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
术，将农产品生产标准体系、检测体系和质
量追溯体系融合在一起。数字技术发展为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提供新手段、为品牌成
长提供了新路径，加速推进数字监管融于农
业品牌发展，推动品牌主体适应数字时代变
革，利用网络优势和资源优势推进安全、优
质农业品牌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莱州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宿洪波说，二维码电子
合格证已经受到莱州广大种植业户的热捧，
莱州全市目前已有969个生产主体使用二
维码电子合格证，涵盖韭菜、苹果、樱桃、大
姜、禽蛋等多类传统优势农业品牌。

YMG全媒体记者 唐寿锐
通讯员 王帮高 摄影报道

“等我扫码激活后，
这批甜蜜蓝宝石葡萄就
可以上市了。”近日，在莱
州市虎头崖镇朱流村鸣
瑞果蔬专业合作社里，
万芳汝贴完最后一批二
维码标识，准备将这批
刚摘下的新鲜葡萄立即
发往外地。小小二维码
不仅让小农户的农产品
卖出好价钱，成为市场
的新宠，而且受益更大
的是农产品生产专业村
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让他们生产出来的优质
农产品“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