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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角梅花添一部，五更欢笑拜新
年。对中国人来说，春节是一年中最重
要的日子，贴春联、吃饺子、放鞭炮、拜年
……众多节日习俗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
围。而送礼，更是年味中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

内敛含蓄的中国人将情感藏在内
心，每逢大小节日，一份好礼、一份祝福
便是心意的表达。在礼尚往来中，把感
激、祝福、尊重、喜悦之情表达得淋漓尽
致。这个春节，送上一瓶代表中国品位、

中国心意的张裕爱斐堡酒庄酒，是对贵
人的专属礼遇。

尊贵的人值得更高的礼遇

中国人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春节
是一年最隆重的节日，寄托一年情感与
祝福的春节礼物，自然更要有深意。

珍贵的人，值得以更高的礼节相
待。据不完全统计，张裕旗下爱斐堡酒
庄酒迄今已登上 2010 年上海世博会、
2015年“上合组织”峰会、2016年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G20杭州峰
会）、2018 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上海进博会）、2019年第七届中日韩工
商峰会等重量级欢迎晚宴，款待过包括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俄罗斯总统普京、德
国前总理默克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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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亮眼的“中国名片”。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全球权威酒
类专业媒体Drinks Business在伦敦举
办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盲品大赛——组委
会将世界各国的“国宴”用酒放在一起同
台PK，并由5位世界葡萄酒大师、5位世
界侍酒大师组成顶级评审团进行严苛的
品评。

来自中国的爱斐堡以94分的好成绩
位列“全球最佳国宴酒盲品赛”TOP3，据
Drinks Business官网公布的比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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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斐堡，象征着礼遇与敬重，更能表
达诚挚的感谢与祝福，让彼此的情感更
亲近、更紧密。

中国匠心承载满满心意

回归本质，承载心意的新春礼物更
要品质上佳，才能将情感传递到位。

为苛求高质量，爱斐堡酒庄酒从种
植到酿造全环节倾注匠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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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产一瓶好酒。严格的控产要求，让爱
斐堡酒庄的品质标准优于法国AOC法
定产区标准。

“在爱斐堡酒庄，从种植一棵葡萄树
开始到酿成一瓶酒，需要 25年的等待。
是时光，更是专注，酿成了佳酿。”中国酿
酒大师、张裕总酿酒师李记明表示，“酿酒
师是一份很严苛的职业，面对不同地块、
不同年份、不同葡萄品种质量和风味的差
异，都需要酿酒师做出判断，制定出不同
的酿造工艺。每个细节都会影响到葡萄
酒的风格，我们必须对自己严格。”

凭借一流的品质，爱斐堡酒庄产品
接连斩获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赛、
MUNDUS VINI 世界葡萄酒大赛等赛
事金奖。在 2022 年 Decanter 世界葡萄
酒大赛（DWWA）上，爱斐堡酒庄A8霞
多丽干白夺得最高奖项——铂金奖，这
是中国葡萄酒在此次赛事中获得的最
高荣誉，也是中国干白葡萄酒首次夺得

“铂金”。
过去一年，有人艰难前行，有人意气

风发，无论如何，总有在关键时伸出援手
的朋友、在迷茫时指引方向的前辈、在风
雨中相互扶持的亲人……让这一年多了
几分温暖与美好。这个春节，用一瓶爱
斐堡酒庄酒，为珍视的人送上真挚的祝
福与感激，以高品质的中国礼遇答谢过
去一年中遇到的温暖，也开启新年的美
好情感。

春节送匠心佳酿爱斐堡 礼重情更浓

爱斐堡酒庄A8赤霞珠干红葡萄酒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通
讯员 孙艳）1月 15日 11时 14分，太原卫
星发射中心，“烟台一号”卫星搭乘长征二
号丁型运载火箭划破长空直冲云霄。与

“烟台一号”同时发射升空的，还有烟台大
学参与研制的北邮一号等14颗卫星，烟台
力量再一次闪耀浩瀚星河。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烟台大学烟群
智感知实验室，实验室团队的研究成果
——“多空间群智感知任务分配技术”作
为核心技术之一，应用于“北邮一号”卫
星的研制。“卫星发射成功后，大家都备
感振奋。”烟台大学群智感知实验室负
责人、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副院长王
莹洁告诉记者，此时此刻，在遥远的太
空，来自烟台大学的技术正在为卫星环
境下异构实体的多空间、多目标任务分
配协同和优化机制设计提供着强有力的
保障。

“北邮一号”卫星是由北京邮电大学、
长沙天仪空间科技研究院、北京大学、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烟台大学、桂林电子科
技大学等单位科研团队联合研制的科学
实验卫星，“‘北邮一号’卫星的成功研制
和发射升空，是团队多年来在群智感知、
边缘计算、服务计算领域不懈探索所取得
的重要阶段性成果。”王莹洁说。

“天算星座”是由北京邮电大学王尚广
教授团队发起，联合国内多所高校、科研院
所以及中国移动、华为等单位共建的一个
开放开源的空天计算在轨试验平台。天算
星座一期6颗卫星，包括2颗主星（北邮一
号）、2颗辅星（宝酝号、创新雷神号）及2颗
边缘星（丽泽一号、TY20），计划2023年完
成星座一期建设，主要科学试验任务包括
6G核心网系统、卫星操作系统、云原生卫
星边缘计算、卫星数联网、新型器件与载荷
测试、联邦学习与AI加速、星载服务能力
开放等。2022年4月，烟台大学成为“天算
星座”首批成员单位，开始开展多空间群智
感知任务分配技术研究，6月完成基于群
体智能的卫星任务分配设计计算，最终于
8月完成多空间群智感知任务分配任务并
进行测试。

作为“天算星座”的首颗主星，“北邮一
号”将用于构建“天算星座”的核心节点，计
划在轨部署和开展分布式星载AI推理、星
载5G核心网V4、基于 eBPF的轻量化网
元、星地链路可靠性测试、星载网络协议代理、实时视频流传输、星
地链路传输性能测量、星地协同时序数据管理技术、低轨卫星加密
信道数据传输技术、多空间群智感知任务分配技术，以及“星-地”
链路自适应传输技术研究、天地协同的 IP-光融合组网验证实验、
低轨卫星场景下基于AI的视频流传输、卫星应用能力开放平台等
先进技术实验验证。

烟台大学群智感知实验室成立于2016年，研究成员来自计算机与
控制工程学院，主要开展群智感知、边缘计算、服务计算等关键理论和
技术研究，在群智感知任务分配、隐私保护和边缘计算方向上取得一
系列高水平科研成果，2021年获评山东省高校青创科技支持计划创新
团队。该实验室首次将群智感知技术与空天地一体化网络结合，基于
群体智能理论和强化学习算法，提出多空间群智感知任务分配方案，
相关研究论文获2021年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协会空天地一体化国际
会议（IEEE SAGC 2021）最佳论文奖。

目前，烟台大学已与北京邮电大学深圳研究院、长沙天仪空间
科技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烟台大学共建“天算星座”华东
地面站，组织联合攻关，开展包括动态按需的星载服务部署策略、
多时空尺度的星间负载均衡机制、智能星地资源联合调度方法以
及卫星边缘计算资源调度原型系统实现在内的多学科、跨领域、跨
地区的卫星计算应用技术创新研究。与此同时，“天算星座”华东
地面站还将结合山东区域数字产业发展需要，聚焦智慧海洋、智慧
城市、智慧农林、安全应急等重点领域，提供卫星遥感数据产业化
业务服务。

浩瀚星河，征途漫漫。王莹洁告诉记者，接下来学校和实验室
将面向国家需求、瞄准国际前沿、立足产学研用、坚持开放开源，
借助“天算星座”华东地面站，通过对卫星智能化、服务化、开放化
设计，聚焦新型网络计算、融合服务计算、分布式智能计算等方
向，加大对空天地一体化网络和卫星计算技术的研发，与有关科研
单位携手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空天计算在轨试验开放开源平
台，为服务我国的航天强国事业和省市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王宏伟
济南报道）“龙口市作为全国百强县排名第
9位的县级市、全省县域经济发展排头兵，
将坚决落实好政府工作报告精神，锚定县
域发展‘全国领先、北方样板、山东龙头’
的目标，勇挑大梁，为强省建设多作贡献，
当好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示范样
板。”1月15日下午，在山东省十四届人大
一次会议烟台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省人大
代表、龙口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万平表示。

“2022年，龙口预计GDP达到1350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120.7亿元，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保持烟台和全省前
列，上市企业12家，位列全省县域首位。”

李万平说，“2023年，我们将抢抓国家和
省、烟台市出台一系列稳经济促发展政策
的重大机遇，组织实施好‘5·10’工程，即抓
好十大重点产业十大重点项目、十大领军
企业、十大城市区片、十大民生事项，全面
巩固扩大领先发展优势。力争到2026年
底，在全国百强县的位次前移到第4位。”

在项目建设方面，李万平表示，龙口
市始终把抓项目作为抓发展的“牛鼻
子”，2022年实施了裕龙岛炼化一体化、
华为公司唯一在县级市建设的华为龙口
城市智能体和华为大数据产业园、国家
管网LNG和中石化LNG东海生命科学
产业园、新材料科技产业园等118个县

级以上重点项目，总投资3100多亿元，
全部达到或超额完成年度投资任务。

“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裕龙
岛炼化一体化项目，该项目一期投资
1493亿元，是山东省历史上单体投资最
大的项目，也是全省新旧动能转换‘一号
工程’。”李万平表示，作为项目所在地，
龙口始终保持“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
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裕龙岛项目作为
龙口实现争先进位、跨越发展的最强动
力引擎。在裕龙岛外配套规划建设16
平方公里的高端低碳绿色新材料产业
园，全力招引投资强度大、技术含量高、
产品效益好，以及补链、延链、强链项目，

形成“岛内大型炼化龙头+岛外专精特新
下游”的协同发展模式。

龙口市如何改善民生、织密共同富
裕保障网络？李万平表示，近年来，龙口
市的普惠性民生指标始终稳居全省县域
前列，2022年龙口获评全省首批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市。2023年，龙口将
抢抓成功入选国家新型城镇化示范城
市、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国家
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名单等重大机
遇，在推进共同富裕上先行先试，坚持重
点突破以点带面，打造具有龙口特色的
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之路，为全
省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县域范例。

省人大代表、龙口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万平——

当好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王宏伟 济
南报道）“莱山区作为烟台市的中心城区，
将按照‘山东省给全国做贡献、烟台市给全
省做贡献、莱山区也要给全市全省做贡献’
的要求，锚定‘走在前、开新局’忠诚担当、
加压奋进，做大经济总量、提升发展质量，
努力在全市、全省大局中创先争优、争先进
位。”省人大代表、莱山区委副书记、区长蒋
海华表示，2022年，莱山区始终坚持走精
品路线，各方面都争先、争位、争一流，成为
全市唯一的“省生态文明强县”“国家级自
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区”和首批“省科技创
新强具”，获评“省级双创示范基地”“省级
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区”“省级县域养
老服务体系创新示范区”等荣誉称号，高质

量完成“五经普”国家专项试点。
蒋海华说，莱山区发展格局清晰，北

部建成区不到70平方公里，重点推进城
市更新，加快建设烟台市的“中央活力
区”；中部省级经济开发区50平方公里大
力发展实体经济，建设产城融合样板区；
南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全力争创“国家
乡村振兴示范区”。

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开展生产性服
务业百企升级引领工程，推广共享制造、
柔性制造等新模式。“我们将继续强化数
字赋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工业设计等
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
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力争到2025年省
级以上工业设计中心、省级以上服务型制

造示范企业均达到10家。”蒋海华说。
力促消费复苏，提振消费信心。蒋海

华表示，2023年，莱山区将大力发展夜间
经济、商圈经济、首店经济，打造一批“年
轻态”消费场景，引领全市消费潮流，打造
中央活力区和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

如何加快城乡统筹发展？蒋海华表
示，在城市管理方面，生活垃圾分类在全
省率先开展试点，并率先实现全域全覆
盖，全省现场会、华东六省一市现场会在
莱山区召开。乡村振兴方面，莱山区坚
持“一村一品”布局精品产业项目，着力
建设现代高效农业集聚发展区。2022
年打造了崖前永智农场、南水桃林溪谷
小镇、朱柳漫画网红村、初家汤“竹梦村”

等“农、文、旅”融合发展成功样板。
“基于市区一体、城乡统筹、产城融

合、当下和历史相结合四个理念，我们全
域系统谋划了203个总投资1800亿元的
重点项目，其中产业类项目109个、基础
设施类项目22个社会民生类项目72个。”
蒋海华介绍，莱山区将全年工作全部项目
化、清单化，一切围着项目转、一切盯着项
目干，全力开展“项目建设突破年”，推动
各领域工作全面提档升级。

此外，蒋海华还表示，莱山区将在集
中发力解决征迁难、融资难、市场难、治
理难等问题，全力以赴保障民生福祉，优
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为全省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省人大代表、莱山区委副书记、区长蒋海华——

打造中央活力区和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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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 媒 体 记 者 王
鸿云 通讯员 曲媛媛 吕文诚 摄影
报道）1月 5日，一批重约2万吨的进
口钾肥在山东烟台口岸通关放行。
在办结海关监管手续后，这批钾肥
将销往全国多地，准备投入到今年
的农业生产中。这也是今年以来烟
台口岸通关放行的首批进口钾肥。

钾肥是农业三大基础肥料之
一，保障钾肥稳定供应，对于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绿色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国务院关税
税则委员会发布的公告，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进口钾肥关税税
率自 1%下调至零。烟台海关第一
时间向钾肥进口企业宣讲国家优

惠政策。
“进口钾肥零关税有利于企业

降低进口成本，这次进口这批钾肥，
我们就能节省了近百万元的成本。”
烟台海港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业
务部门经理郑海涛说。

烟台口岸是我国化肥进出口的
重要通道和集散地。为保证进口化
肥快速通关，烟台海关主动靠前服
务，专人指导企业准确申报，设立化
肥通关专岗，提前掌握进口化肥抵
港时间，协调港口各部门确保进口
化肥随到随检、随检随放，前推后移
化肥检验检疫处理工作，缩短口岸
监管查验时长，助力进口化肥第一
时间运抵田间地头保障农业生产。

烟台口岸主动靠前服务保障农业生产

“零关税”通关今年首批进口钾肥

海关关员现场监管查验进口钾肥海关关员现场监管查验进口钾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