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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讯

□记者 欧阳蕾昵

本报讯 11 月 24 日，由市农产
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举办、上海市
农药研究所有限公司协办的第六
届上海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
能竞赛，历时 2 天赛程顺利落幕。
竞赛中，选手们尽心尽力，裁判员
公平公正，达到了预期的比赛效
果。本次竞赛由理论知识考核和
定量检测现场操作两个部分组成，
来自涉农9个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检测机构和孙桥现代农业园区共
选拔了 16 名选手参赛。现场操作
分种植业和养殖业两个组别进行，
各操作环节均由3名裁判员同时打

分，取其平均值，最后按理论考核
和现场考核成绩加权平均后，计算
生成名次。记者看到，打分表上，
每一步的操作细节和动作规范都
有对应的标准：如天平、分液漏斗、
移液管、均质器等，还包括样品及
标样的标签和原始记录的规范填
写，评分注重每步过程，考验选手
对于细节的把握，以及样品处理、
仪器操作的专业水平。

检测体系作为本市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依法行政及科学决策的
重要技术支撑，在本市推进都市现
代农业、市场准入和准出制度，以
及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风险评
估、品质提升、市场监管等方面作

出了重要贡献。而农产品质量安
全检测技能竞赛则是农产品质检
人员学技术、学本领的重要方式。
据了解，上海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技能竞赛自2012年开始，每年举
办一次，迄今已经举办了六届，每
次竞赛活动，都会涌现出一批学技
术、练本领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也曾经培养出两位上海市“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一个“工人
先锋号”集体荣誉称号，通过竞赛，
造就了一支专业技术高、业务素质
强的质检队伍，为保障本市地产农
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技术
支撑。

为把本次技能竞赛办成一次

高标准、高水平的赛事，赛前，筹备
小组多次召开会议，明确比赛范围
和比赛规则。为保证大赛公平公
正，专门聘请了东海水产研究所、
市农科院质标所、上海动物疫控中
心、上海市农药研究所有限公司等
专业机构的专家参与本次技术评
判工作，同时还制定了《理论考试
须知》、《检测技术现场考核须知》、

《裁判员工作守则》、《操作作业指
导书》和《评分标准》，确保竞赛评
比全过程公开、公平、公正。竞赛
结束后，专家还对选手理论考试和
现场操作进行了点评分析，对于选
手提出的问题进行了专业答疑，深
化了竞赛的意义，体现了学习型组
织的基本精神。

选手们表示，通过竞赛，检测
人员进一步熟悉、掌握了农产品质
量安全检测全过程，规范了操作的
每一个细节，还掌握了理论知识，
全面提升自身农产品质检水平。
比赛不仅营造了学技术、练硬功的
浓厚氛围，为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
培养造就了一批岗位技能人才，同
时也为广大一线检测技能人才提
供了一个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

第六届上海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能竞赛顺利举行

质检选手技能比武 筑起农产品“安全保护墙”
为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高技能人才培养，促进基层检测技术人员能力水平提高，更好地发挥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的支撑保障作用，自2012年起，本市已连续举办六届市级农产品质量安

全检测技能竞赛。今年的竞赛，经由各区农产品检测机构和孙桥现代农业园区层层选拔，16名优秀选

手脱颖而出，代表各自单位参赛。综合理论知识考核和定量检测现场操作。市农委监管处、蔬菜办、畜

牧办、水产办等处室相关领导参加竞赛开幕式，对竞赛予以高度关注。最终，松江区食用农产品安全监

督检测中心获得团体一等奖，金山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获得团体二等奖；奉贤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

全检测中心张敏获得种植业农药残留检测组个人一等奖，嘉定区农产品检测中心吴真善获得养殖业药

物残留检测组一等奖。

沪上首单玉米种子沪上首单玉米种子““出口证书出口证书””签发签发

上海玉米种源出口实现零突破上海玉米种源出口实现零突破
□见习记者 贾佳

本报讯 上海松江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近日为该辖区上海华耘种业
公司出口台湾地区的一批种子签发
了首单植物检疫证书，这是上海玉
米种源的首次出口，也为开拓玉米
出口市场迈出重要一步。

本次出口台湾的玉米品种为上
海华耘种业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糯玉米，经与上海农科院、广西大

学、云南农业大学、国家玉米改良中
心等多家科研单位合作选育，该品
种具有糯性好，果皮薄，口感佳，抗
大小斑病等优势，适合大陆南部以
及东南亚等亚热带及热带地区种
植，理论亩产量可达1100公斤。

该企业多年专注研究适合于南
部地区生长的玉米品种，并不断寻
求对应的需求市场，在广西、云南、
海南等多个基地进行试验。据相关
负责人表示，由于亚热带、热带气候

温度偏高，多雨，玉米种植具有一定
难度。而此次出口的糯玉米品种在
众多品种中脱颖而出，生长性能方
面表现突出，也很适合台湾地区生
长环境，因此具有良好的市场前
景。另悉，在东南亚一带，华人分布
多，具有较大的玉米食用市场。未
来，该企业还将计划在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陆续推广出
口，以逐步打开国际市场。

据了解，玉米种子是我国商品

化率最高的农作物种子，但作为出
口种源，其种植技术与发达国家相
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上海华耘种
业公司自成立以来，长期专注于玉
米种源的研发、选育和推广，在国内
拥有较大影响的自主知识产权成果
创新能力。其选育的花糯玉米，黑
糯玉米等品种在国内具有较大的市
场反响，已跻身同市场前列；其引进
的水果玉米，不但填补了国内水果
玉米种植的一项技术空白，还推动
了玉米栽培模式的“革命”。近年
来，该企业已不断探索出适合国内
长三角、西北、华北、西南等地区的
多个玉米品种，并实现推广，其种源
品质和种植技术也正不断提高。

容器栽种控地下水容器栽种控地下水 辅设反光膜增光照辅设反光膜增光照

上海柑橘种植技术革新成果显现
□记者 杨清悦 文/摄

本报讯 秋末，橘子黄了。在有
“柑橘之乡”之称的长兴岛上，市果
业产业技术体系的专家们正在一片
与众不同的橘林里检验新的种植技
术对柑橘品质的影响。这里是位于
长兴岛郊野公园西面的前小桔创意
农场，而眼前这片橘林则是市果业
产业技术体系“‘崇明柑橘品质提升
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专项”项目的
实验基地。

从外观上看，这片橘林的与众
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这里的地面
平整，柑橘树体直立

且栽种在一个大大的容器内高
出地面约50厘米，地上则铺着雪白
色的反光膜。据悉，这里的每一处
不同，实际上都是市果业产业技术
体系的专家针对上海种植柑橘的一
些气候环境缺陷进行的有的放矢的
技术革新。“我们这片橘林集成了根
域限制栽培、季节性简易覆盖、直立
主干型整枝、水肥一体化及透湿性
反光膜底部覆盖等柑橘品质提升关
键技术，针对目前本市地下水位高、
积温不足等对柑橘种植的不利因素
进行了新技术的尝试。”上海交通大
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果树研究室的王
磊博士介绍。

近年来，上海的柑橘种植面积
由16.4万亩锐减至约6.5万亩。柑
橘的销路不见涨，酸甜的口味也渐
渐在上海市民心中失宠。为此，在
市农委主导下，市果业产业技术体

系汇聚沪上果树专家探寻柑橘产业
转型升级之路，历时四年技术攻关，
如今眼前这片橘园中的柑橘品质有
了喜人的变化。

“采用控根器式根域限植与季
节性简易覆盖栽培，可以有效规避
高地下水位，实现柑橘根域土壤含
水量快速调控，并增加有效温度积
累；通过透湿性反光膜底部覆盖，有
效提升柑橘冠层微环境反射光强度
5-10倍，实现‘宫川’柑橘果皮完熟
期亮度提升幅度 14%；采用直立主
干型整枝方法，可有效改良柑橘树
体构型，改善树冠层光照条件，并为

机械辅助入园提供条件……这些技
术的运用可以实现成熟期柑橘果实
亮度增加、糖度提高。”现场，市农科
院林果所所长、市果业产业技术体
系首席科学家叶正文研究员向大家
介绍新技术的特点。（如图）

如此多的新技术用在眼前这片
橘林里，种植成本势必会提高。“就
拿反光膜来说，一亩地要花四千多
元、使用期则最多只有三年。”记者
发现，面对高昂的种植成本，前小桔
创意农场负责人黄桂利是有底气
的。“以前的柑橘5毛钱一斤有时也
没人买，现在我们这片林子里的柑

橘可以卖到8元到20元一斤，这是
通过技术培育等途径提高橘子品质
和附加值的结果。”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地区柑
橘品种以温州蜜柑中的“宫川”、“兴
津”和“尾张”为主，果实上市期集中
在 10 月和 11 月，以往销售单价较
低，效益不高。近两年，在各级政府
和科技单位的支持下，部分柑橘龙
头企业率先进行品种结构和种植模
式的调整，加强品牌打造力度，使地
产柑橘逐渐在上海市场有了一席之
地，柑橘产业回暖趋势初现。

闵行大米谁家优
市民专家齐品评

近日，闵行区农委、区粮食局
在上海浦江郊野公园举办“品牌大
米谁家优”评比品鉴活动。

此次评比品鉴活动邀请了航
育种子基地场、亮苗稻米专业合作
社等 8 家合作社，共 13 种大米参
加，分市民微信投票和专家评审两
个环节，共评出“最受市民欢迎”
奖、金奖等五个奖项。

在浦江郊野公园，市民挨个品
尝了13种大米，通过看、闻、品选出
自己最满意的大米。来自上海亮
苗稻米专业合作社的 4号大米“金
香软2号”，凭借其在色、香、味等多
个方面的良好表现获得了现场市
民的最多肯定。而在另一边，13个
品种的大米也被送至浦江航育基
地，进行专家组的评审。专家们根
据大米外观品质和蒸煮口感等评
比标准，认真严肃地评出了一个金
奖、两个银奖、三个铜奖和两个优
胜奖。其中上海航育种子基地的

“南粳46号”荣获金奖，上海亮苗稻
米专业合作社的“金香软2号”与上
海秋良稻米专业合作社的“寒优香
晴”获得银奖。

通讯员 闵侬轩

松江区水稻繁种田
收储任务圆满完成

经过连续多日的紧张抢晴收
割，松江区佘山、叶榭、泖港三个繁
种基地传来捷报：水稻繁种田秋收
任务全面完成。接下来水稻种子
将进入烘干、精选和加工环节，预
计可收储水稻良种约 800 吨，为全
区明年水稻生产用种提供了安全
保障。

在生产中，松江区农技中心积
极从种子产前、产中、产后收储的
全过程入手，实行全面积、全覆盖
监管，确保种子质量。在收获前，
区农技中心要求各繁种基地加强
田间管理，建立田间档案，严把种
子生产关，确保种子繁育各环节技
术到位、规范。同时，在各繁种基
地建立水稻种子标签二维码追溯
体系，从种子的来源到种子的生
产、加工、销售环节都做到有源可
溯。进入收获期，区农技中心狠抓
水稻种子收获关键期，严把严控，
渗透到收割、烘干和精选等每个环
节，严格遵照水稻种子收储工作标
准，确保种子纯度等指标达到国家
标准。

通讯员 杨决平

崇明向化镇完成
秋季畜禽防疫工作

日前，崇明区向化镇全面完成
秋季畜禽防疫工作，共防疫禽类
64776 羽，羊 7713 头，猪 2763 头。
同时区疫控中心对向化镇开展的
畜禽抗体监测中，猪口蹄疫、禽口
蹄疫、羊小反刍、禽新城疫免抗体
水平合格率均达到100%。

为切实做好秋季高致病性禽
流感、牲畜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
防控工作，今年9月初，向化镇成立
秋防工作小组，落实防疫责任制，
对全镇存栏的家畜、家禽分级、分
批做好防疫情况报告。同时集中
时间、集中人力、集中疫苗、重点防
疫做好“三集一重”工作，做到不漏
户、不留死角。同时安排专人负责
布控，明确疫情报告制度和责任，
发现疫情，快速诊断、迅速扑灭、及
时上报，有效控制辖区内重大灾害
性疫情。

通讯员 邱鲁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