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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通讯
员 王德勇 朱海静 摄影报道）17日上午，随着
钻孔桩设备的启动轰鸣声，中铁一局五公司潍
烟铁路ZQSG-4项目部首桩在蓬莱区南王街
道郭家沟特大桥24号墩开钻，这标志着该项目
正式进入主体工程施工，为项目后续全面施工
打响了第一枪。

据了解，6月 29 日，山东省发展改革委
批准潍烟高铁可研报告；9 月 7 日，山东省
交通运输厅批复潍烟高铁初步设计。根据
初步设计批复，潍烟高铁西起潍莱高铁昌
邑南站，经潍坊、青岛、烟台，新建正线长
237 公里。全线共设昌邑南、平度新河、莱
州、招远、龙口、蓬莱、大季家、福山南、芝罘
等 9 座车站，设史家、刘家、蓁山 3 处线路
所。铁路等级为高速铁路，双线，设计时速
350公里。其中，潍烟高铁在蓬莱区境内长
约33.2公里，设立18座桥梁长约16公里、隧
道 4座长约 3公里、路基约 14公里，途经北
沟镇、南王街道、刘家沟镇、大柳行镇四个镇
街。

自确定测绘公司、评估公司及施工单位进
场以来，蓬莱区铁路建设服务中心在前期制定
《潍烟高铁蓬莱段房屋征迁补偿方案》《潍烟高
铁蓬莱段征迁相关工作流程、时间节点、责任
分工及保障措施》等工作的基础上，超前谋划，
倒排工期，早动手、争主动，积极组织协调相关
镇街、相关单位开展测绘放线、房屋评估、地上
附着物清点普查。目前，房屋评估工作全部完
成，非住宅、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评估、普查正按
时间节点压茬推进。

同时，为确保施工进度，蓬莱区铁路建设
服务中心主要负责人靠在一线，主动沟通协
调，为施工单位提供保姆式服务，协助保障施
工企业组织管理人员、劳务队伍、机械设备、材

料等有序进场。目前，在首桩开钻同时，位于
刘家沟镇、南王街道的另外四个钻点也将陆续
开钻，中铁一局五公司位于北沟镇的2号拌合
站也已顺利进场开始修建，为后续施工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潍烟高铁自潍坊昌邑至烟台市，全线总

长237公里，总投资442亿元，设昌邑南、平
度新河、莱州、招远、龙口、蓬莱、大季家、福
山南、芝罘9座车站，设计时速为350公里，
设计建设工期为4年。潍烟高铁所构筑起的
环状高铁网，将整个胶东半岛城市群载上了

“高铁轨道”。潍烟高铁建成后，蓬莱将由“动

车”时代迈入“高铁”时代，我市将与潍坊、济
南等铁路枢纽实现直连，并以此融入国家铁
路主干线——京沪二线，蓬莱人可实现1.5小
时赴济、3 个小时进京，真正实现“四通八
达”，满足蓬莱人在家门口乘坐高铁出行的迫
切需求。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杨健）记者
从山东铁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本
月10-11日，潍莱高铁顺利通过了潍莱高铁
公司、济南铁路局集团共同组织的初步验
收。初步验收委员会同意潍莱高铁通过初步
验收，在后续完成运营安全评估和开通达标
评定工作后，潍莱高铁将在本月底前正式具
备通车条件。

按照计划，潍莱高铁运行试验共分4个
阶段，预计11月25日结束，主要进行列车
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
按图行车试验等项目测试，为正式开通运
营提供科学依据。在此之前，8月20日启
动的联调联试已于10月23日结束。共开
行试验列车1214列，试验最高时速达385
公里，所有试验、测试项目最终结果满足相

关标准要求。验收咨询范围内的工程满足
设计要求，工程质量合格，正线满足动车组
以350公里/小时及以下速度运行时的安全
性、平稳性相关标准要求，工程验收程序符
合规定。

潍坊至莱西铁路起自济青高铁潍坊北
站，向东经昌邑市、平度市，终至既有的青荣
城 际 铁 路 莱 西 北 站 ，新 建 铁 路 长 度
125.7公里，设计速度为350公里/小时，总投
资161.33亿元，全线共设潍坊北站、昌邑南
站、平度北站、莱西北站4座车站，其中昌邑、
平度为新建车站。建成通车后，从平度至济
南运行时间缩短为55分钟，济南去往烟威地
区的列车可直接通过潍莱高铁进入青荣城
际，不再绕道胶州北站、即墨北站，济南与烟
台、威海的旅行时间将大幅压缩。这对于促

进胶东半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便沿线群
众出行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10月16日，山东省委、省政府印发
《山东省贯彻〈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的实施意
见》公布，意见指出，“以交通运输无缝衔接
和零换乘为目标，推进城际铁路、通用机场、
城市轨道交通、城市群快速公路融合发展。
加快潍坊至烟台、莱西至荣成、济南至枣庄、
济南至滨州、德州至商河、即墨至海阳、青岛
至平度至莱州、济南至济宁、淄博至东营等
铁路建设。”按实施意见，未来潍莱高铁、潍
烟高铁、莱荣高铁串联烟威青潍坊4市16
区，惠及沿线2800万人口，设计时速均为
350公里。所构筑起的环状高铁网，将整个
胶东半岛城市群载上了“高铁轨道”，烟台人
可实现2小时赴济、3个小时进京。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通讯员 陈康） 粮食
丰，天下稳。今年风调雨顺，玉
米迎来丰收：预计今年全市玉
米平均亩产达515.88公斤，打
破1998年499.9公斤的最高历
史纪录。在玉米单产和种植面
积“双提升”的带动下，全年粮
食大丰收，为全市经济社会稳
定奠定坚实基础。

“玉米产量跟亩穗数、穗
粒数和千粒重三大指标有关，
可贵的是，今年这三大指标全
面增长。”市农技推广中心农
技站站长王廷利说。实测数
据显示，今年玉米平均亩穗数
4168穗，较上年增加167穗；
穗粒数478.9粒，较上年增加
65.3粒；千粒重311克，较上年
增加19克。

三大指标全面上扬，有力
推高了玉米平均亩产：春播玉
米、套种玉米和夏直播玉米平
均亩产分别达到547.5公斤、
524.5 公斤、501.9 公斤，较上
年分别增长91.5公斤、69.5公
斤、89.8公斤。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全
市玉米平均亩产最高年份要
追溯到1998年，当时的平均亩
产为499.9公斤。

王廷利说：“今年光、热、
水气象资源较好，可谓是风调
雨顺。”今年4到6月，充足降
水给春播玉米、套种玉米、夏
玉米的播种和出苗提供了很
好的墒情基础。5到7月份温
度比常年偏低，对玉米起到了
很好的蹲苗作用，有效减缓后
期遇风倒伏。8月份良好的
光、热、水条件，有利于玉米的
开花授粉，穗粒数增加。9月
份我市降雨适宜，气温偏高，
有利于玉米灌浆，粒重增加。

玉米丰收，得益于风调雨
顺，还离不开农业技术的推广
应用。农技部门积极推广应
用“一增四改”“机械单粒精
播”“适期收获”等成熟关键技
术，加大“水肥一体化”“种肥
精准同播”“条带旋耕”、节水
灌溉等新技术的示范推广力
度。

玉米播种面积也一止连年下降的趋势。预计今年
全市玉米播种面积超过250万亩，其中，春玉米面积大
幅增加，预计达71.3万亩。“这是因为今年以来，玉米价
格出现上涨，种植效益预期向好，加上去年秋天因干旱
无法播种小麦的地块较多。”王廷利分析说，各区市抓
住春季气候适宜有利时机，积极引导广大群众开展春
耕春播，因地制宜扩大玉米等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虽然夏粮产量较上年略有下降，但全年粮食总
产量增长已成定局。”王廷利指出，多年来玉米在全市
粮食总产量的占比超过50%，今年平均亩产、种植面
积的“双提升”，大幅推高了玉米总产量，拉高了全年
粮食总产量。预计全市粮食种植面积约460万亩，产
量近200万吨，较去年明显增加。

民以食为天。他表示，全年粮食丰收，为全市经
济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又讯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市按照种植业结构
调整的新要求，强化甘薯、大豆、旱稻等作物生产技
术的学习与示范，引进安排“齐黄34”“烟薯25”“济
薯26”、紫甘薯、旱稻、黑绿豆等示范种植，探索杂粮
生产经验。

特别是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体的鲜食烘烤甘
薯、品牌小米、旱稻等杂粮种植，因效益较高有了较大
发展。仅甘薯一项，种植面积就比去年增加6万亩。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孙长波 通讯
员 孙志宏）国宴用酒，往往代表了一个国家的
门面。全球最具知名度与实力的10款国宴用
酒同台一决高下，谁能胜出？

日前，全球权威酒类专业媒体 Drinks
Business（简称DB）在伦敦举办了一场前所
未有的盲品大赛——组委会将世界各国国宴
中最引人注目的葡萄酒放在一起同台PK，并
由5位世界葡萄酒大师（MW）、5位世界侍酒
大师（MS）组成顶级评审团进行严苛的品
评。来自中国的张裕爱斐堡以94分的好成绩
位列“全球最佳国宴酒盲品赛”TOP3，据DB
官网公布，其中还有评委给张裕爱斐堡打了
96分的高分。

中国外交名片
不输世界顶级佳酿的中国酿造

国宴，是以国家名义举行的最高规格的礼
宴。能出现在国宴上的葡萄酒，无疑是一国乃至
世界最伟大的酒款之一。在这场极具开创性的
盲品赛上，参赛酒款阵容豪华，囊括了中国张裕
爱斐堡酒庄、法国拉菲酒庄（CHATEAU
LAFITE ROTHSCHILD）、法国木桐酒庄
（CHATEAU MOUTON ROTHSCHILD）、
法国拉图酒庄（CHATEAU LATOUR）、美国
杜鲁安酒庄（DOMAINE DROUHIN）、德国艾

伯巴赫修道院（KLOSTER EBERBACH）、美
国长影酒庄（LONG SHADOWS）、意大利拉加
齐酒庄（VILLA RAGAZZI）、西班牙慕卡酒庄
（BODEGAS MUGA）、法国玛歌酒庄(CHA-
TEAU MARGAUX)在内的全球最声名显赫的
品牌。

现场，当盲品酒款的名字公布之后，评委
们一致认为，张裕爱斐堡比世界知名产区波美
侯和里奥哈的顶级佳酿表现得更好，是可以与
波亚克和纳帕的顶级佳酿相提并论的一款
酒。比赛结果显示，获得并列第一的法国木桐
酒庄和美国杜鲁安酒庄的分数，也仅仅比爱斐
堡高了1分。

在评委们看来，张裕爱斐堡的风格也独树
一帜：张裕爱斐堡在这两种极端的赤霞珠风格

之间——既靠近纳帕谷（Napa Valley)的赤霞
珠风格，又有点像凉爽年份的梅多克（Medoc）
风格，不仅有饱满多汁的水果香气，而且非常
新鲜——它丰富，有层次感，但不沉重，没有过
多果酱的香气及过高酒精度，充满愉悦的、纯
净的黑加仑子果香，并展现出随着陈年迸发出
更大复杂性的潜力。

40余次登上国宴舞台
款待过300多位外国元首的宴会用酒

作为世界通用的语言，葡萄酒在外交舞台
有着“无声胜有声”的重要作用。19世纪德国

“铁血首相”俾斯麦就曾经说过：“葡萄酒是我
们最好的大使。”

事实上，早在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张裕葡萄酒就成
为国宴用酒。进入新世纪后，张裕爱斐堡在
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4年上海亚信峰会、
201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2016年G20杭州峰
会、2018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世界盛
会上40余次登上国宴舞台，款待过包括俄罗斯
总统普京、德国总理默克尔、美国前总统奥巴
马、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法国前总统奥朗德等
300多位外国元首和贵宾。

张裕爱斐堡频频以外国元首访华宴会用酒
形象瞩目的背后，是从优质原料到匠心工艺的

孜孜以求。张裕爱斐堡酒庄位于北京密云生态
涵养区，属大陆冷凉气候，风土堪比波尔多左岸
地区。砂砾结构土质排水性佳、通透性好，促使
葡萄树根系向大地深处扎根5米以上，保证葡萄
充分地汲取土地深层的微量矿物养分。

为充分保证每一株葡萄树得到充足的阳
光与营养，张裕爱斐堡酒庄葡萄园的植株行距
控制为2.5米、株距为1.5米，一亩地仅种266株
葡萄树，一株葡萄树只产一瓶味道复杂、内涵
深厚的好酒，严苛的控产栽培甚至高于法国
AOC法定产区的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凭借硬核的品质，今年张
裕爱斐堡酒庄产品还接连斩获布鲁塞尔国际
葡萄酒大赛、MUNDUS VINI世界葡萄酒大赛
等大赛金奖。

欧洲德语区最具影响力的酒评家勒内·加
布里埃尔曾如此评价张裕爱斐堡：“单宁优雅，
余味悠远，结构平衡，可与世界顶级的赤霞珠
相媲美。酒香四溢，经久不散，已达巅峰，即使
十年后再品，亦让人魂牵梦萦，我给他18分（满
分20分）。”

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的速度与取得的进步
世界有目共睹。英国葡萄酒大师Tim Atkin
MW就曾感叹道：“国外百年产业，中国只需二
三十年”。此次张裕爱斐堡拿下“全球最佳国宴
酒盲品赛”TOP3，是中国酿造再次向世界一流
阵营发出的铿锵宣言。

张裕爱斐堡入选
“全球最佳国宴酒盲品赛”TO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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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烟高铁（蓬莱段）正式开建
建成后蓬莱人可1.5小时赴济、3小时进京

潍莱高铁月底具备正式通车条件
烟威地区列车可由青荣城际接入，大幅缩短前往济南时间

潍烟高铁自潍坊昌邑至

烟台市，全线总长237 公

里，总投资442亿元

设昌邑南、平度新河、莱
州、招远、龙口、蓬莱、大季家、

福山南、芝罘9座车站

设计时速350公里，设

计建设工期为4年。

开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