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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博”，
助推上海农产品越来越
“绿色”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召开，
上海多家农业龙头企业、
专业合作社被指定为进博会供应农产
品的生产主体。驻场监管、
加大抽检、
严格准出、
每日报告，
确保
“供博”
农产品质量安全，
本市农产品安全监
管工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供博”
，
助推上海农产品越来越
“绿色”
。如何切脉问诊、
对症下药，
找准阻
碍推进绿色农产品发展的症结和瓶颈，
在今年的大调研中，
市农委发现，
众多制约因素中，
符合申报条件的
生产主体缺乏认证积极性的问题尤其突出。
cm
□记者 曹佳慧
生产主体绿色认证积极性不
高，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原因是，一方面，生产主体追求
效益第一位，按照绿色食品、有机农
产品要求生产，成本必然增加，产量
也有可能下降，而“优质优价”的市
场机制尚未成熟，总体收益未必能
提高。据有关调查显示，85%的受
访企业认为绿色食品生产增加了企
业成本，28%的受访企业认为生产
绿色食品是政府部门的要求，与此
同时，政府关于推动绿色认证的激
励政策吸引力还不够，导致认证主
动性不足。另一方面，本市大部分
农业生产主体综合素养不高。绿色
有机农产品生产要求生产主体具备
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技术、设施
水平，本市大多数合作社管理人员
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高，技术、管

理、设施均难以达到绿色食品有机
农产品标准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认证积极性。
针对这些问题，市农委有举措：
加大奖补力度、扩大宣传、培育市
场、加强技术培训
一是由市农委协调相关单位出
台政策，加大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
的奖补力度，减轻主体认证成本压
力，激励认证主动性、积极性。二是
发挥市场调节机制，充分利用农产
品展览展示活动大力推介和推广认
证产品；加大对绿色食品和有机农
产品的宣传，培育并提升绿色有机
农产品在消费市场的公信力，通过
扩大消费需求拉动实现品牌绿色有
机农产品优质优价。三是加大对绿
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生产技术培
训，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基础知识，
提高广大农产品生产者的科技素质

保“绿色”整治监测成常态，沪
地产农产品越来越安全
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形成常态。
上海在全面推行智慧城市建设中，将打造城市绿色生态环境放
在了一个突出位置，积极倡导公交优先、低碳出行。如运用互联网
技术，在全市公交站点逐步推行了公交站牌的智能化，通过实时预
报车辆到站时间，实现了乘客候车的﹃可视化﹄，为市民提供了良好
的出行条件及出行信息服务，以进一步提升市民选择公共交通低碳
出行的积极性。
记者 陈宗健 摄影报道

 抓拍

和生产技能，准确掌握绿色食品和
有机农产品生产技术和操作规范。
事实上，近年来市农委一直积
极贯彻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按照“四个
最严”的要求，坚持“产”和“管”两手
抓，严把农产品质量安全关，守卫着
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绿色农产品发展稳步推进。目
前全市通过认证的无公害企业共计
1463 家，产品 6420 个；绿色企业 207
家，产品 299 个；有机企业 10 家，产
品 27 个；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13
个。本市通过“三品一标”认证的农
产品占地产农产品产量的 79.22%，
其中，无公害农产品 66.05%、绿色
有机农产品 13.17%。

持续开展农药专项、
“瘦肉精”专项、
生鲜乳专项、兽用抗生素专项、生
猪屠宰监管“扫雷行动”、水产品
禁用药物和有毒有害物、“三鱼两
药”专项、农资打假等专项整治行
动。同时，与公安、工商、质监、
通信管理、供销总社等单位，联合
开展打击农资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今年以来，全市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2.03 万人次，检查重点农资生产经
营单位、蔬菜园艺场、畜禽养殖
场、批发市场 9836 家次，整顿农
资市场 9 个次，印发资料 6 万份，
查获非法农资产品 9000 公斤，受
理举报投诉 21 起，立案查处涉及
农资案件 128 起，罚没款 122.86 万
元。
农产品质量监测全面开展。市
级层面，全年共抽检西瓜、草莓、
食用菌等种植业产品 1480 个，合
格率达 99.7%；抽检地产蔬菜样品
4754 件，合格率 99%。完成兽药残
留 检 测 530 批 次 ， 合 格 率 100% ；
产地瘦肉精监测 28097 批次，飞行
监测 7961 批，结果均为阴性；生
鲜乳质量安全监测 1802 批，全部
合格；水产品方面，检测样品 617
份，合格率 100%。地产农产品质
量安全保持较高水平。

■关注⇨⇨⇨

中国未成年人近视低龄化
预估近视中小学生超1亿
教育部等八部门近日联
合出台《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
近视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3
年，力争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
总体近视率在 2018 年的基础
上 每 年 降 低 0.5 个 百 分 点 以
上；近视高发省份每年降低 1
个百分点以上。我国未成年
人近视呈低龄化趋势，目前全
国近视中小学生超过 1 亿，近
视率排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
前列。
“不仅如此，我国未成年
人近视越来越呈低龄化趋势，
而且农村学生近视率快速上
升，
已开始超过城市。

■事件众议⇨⇨⇨

“史上最严”新国标能让“毒跑道”消失吗
【事件回放】 近年来，北京、江苏等多地发生校园塑胶跑道不合格的事
件。针对这一情况，
由教育部牵头组织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合
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近日定稿，
从今年 11 月 1 日开始实施。教育部 4 日
下发通知，要求今年 11 月 1 日后交付使用的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
地必须执行新国标。

【微博热帖】
@魏波：有阳光照耀的地方，
最不容易滋生细菌。塑胶跑道，
究
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建设过

【综合观点】
校园塑胶跑道本是增强学生
体质、提升学生健康水平的运动场
地，然而，近年来频频出现的“毒跑
道”却成为损害学生健康的一大凶
器，将“毒跑道”赶出校园，早就成
为十分强烈的公众呼声。如今，被
网友号称为“史上最严”的校园塑
胶跑道的强制性新国标终于开始

程，是否存在漏洞，一晒便知。学
校，
不仅是学生学习上课的公共场
所，更是凝聚一个民族希望的结
点。因此，
如何执行号称史上最严
的新国标才是改变毒跑道的要害。
实施，自然值得期待。
据报道，与相关的旧国标相
比，新国标不仅从“国家推荐标准”
变为“国家强制标准”，还增加了诸
多内容，比如对校园塑胶跑道建设
中可能产生的 18 种有害物质的限
定作出了规定，像甲醛不得高于
0.4 毫克/立方米，苯不得高于 0.1
毫克/立方米，等等。在过去，塑胶
跑道中的有害化学物质在室外挥
发值达到多少才算有毒，在国家层

面没有明确标准，所以检测机构无
法出具鉴定结果，
“毒跑道”也就有
可能乘虚而入，毒害青少年学生的
身体健康。
当然，出台强制性新国标相对
容易，要真正落实下去并彻底赶走
“毒跑道”则比较困难，执行不力、
监管不力、问责不力，都可能使得
国标沦为虚设。这些年，一些国家
标准不管是推荐性国标还是强制
性国标，都有执行不力、监管不力、
问责不力的情形出现，不符合国标
要求的产品与服务依然禁而不止，
校园塑胶跑道新国标，是否会陷入
如此境地？
在施工前后及过程中，能否严
把材质关、施工关和验收关，是防
止“ 毒 跑 道 ”进 入 校 园 的 重 中 之
重。然而，不管是政府有关部门采
购，还是学校自行采购，能否做到
像教育部所要求的那样，严格落实
主体责任，遏制层层转包和低价中
标行为，不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吃
拿卡要、
索贿受贿？此前有报道称，
没有资质的企业，低端、有缺陷的

产品有着无可比拟的价格优势，往
往最能打通相关关节，进入校园建
设塑胶跑道，一纸国标，能阻挡这
种不正之风侵蚀校园塑胶跑道吗？
对“毒跑道”不强化问责，也难
以让人放心。据报道，2016 年多
地不约而同爆发了校园“毒跑道”
事件。而在 2015 年，
“ 毒跑道”至
少波及六个省市，具体城市则多达
15 个。尽管发生了那么多“毒跑
道”
事件，
却鲜有人被问责。
因此，赶走“毒跑道”仅有一纸
新国标还不够。有关部门要尽快
出台针对新国标的实施细则，比
如，禁止低价中标和层层转包；确
保采购、安装、检测、验收过程公开
透明，引入第三方监督；对因徇私
舞弊、玩忽职守、索贿受贿造成“毒
跑道”出现的人员依规依纪予以问
责和严肃查处……在解决了国标
缺失后，还要加强行业法律法规建
设，将与塑胶相关的全民健身场地
设施建设统一管起来，让不规范乃
至违法行为，在所有健身场地设施
建设方面止步。

■ 点击⇨⇨⇨

上海“公考”培训费普遍涨
至三四万元
“国考”报名刚刚结束，
“ 国考”
培训随之拉开序幕。据了解，今年
上 海“ 公 考 ”
（包 括“ 国 考 ”和“ 沪
考”
）全程综合培训费用（笔试加面
试的培训）普遍涨至三四万元，最
高达到 3.88 万元，平均涨幅估计在
5%-10%之间，创近年来新高。
“公
考”培训分单项培训和综合培训，
单项培训名目繁多。培训收费同
样五花八门，综合培训收费大都在
3-4 万元之间。多家培训机构称，
这两年“公考”培训费年年涨，今年
收费是近年来最高的。

“会飞的汽车”中国特别纪
念版有望明年在华预售
进口博览会的明星展品，来自
斯洛伐克的会飞的汽车日前首发，
专门为中国量身定制的特别纪念
版“飞龙在天”也揭开面纱。目前，
上海嘉定正在积极与斯洛伐克方
面接触，希望会飞的汽车能够来上
海落户。

上海青浦打造环淀山湖旅
游圈
“全球城市的国际化全域旅游
目的地”，这是水乡青浦给自己设
定的新目标。最近，
《青浦区全域
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8-2035）》
编制完毕，编制范围为青浦区行政
辖区，部分规划内容研究范围适当
拓展至与青浦区接壤的江苏、浙江
局部地区。根据这份规划，青浦旅
游发展将以生态为基、文化为魂，
建设集人文历史体验、水乡度假休
闲、商务会展交流、运动健康养生
等于一体的高品质全域旅游目的
地。

载客量达307 人 31 米长新
型轻便轨交列车现身沪上
在“第十三届上海国际轨道交
通展览会”上首度现身的一辆轻便
型轨交列车，成为全场的聚焦点。
这辆新型轨交列车外形既像公交
车，又像地铁列车，车身长度达 31
米，车轮为橡胶制成，适合在地面
开行。据悉，该新型车有望在上海
“落户。

百口紫铜锅上午开炉熬膏
拉开上海市民冬季养生序幕
今日，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
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膏方制作室
内，100 口紫铜锅开炉熬膏。药师
将经过 6 个多小时浸泡的第一批膏
方药材入锅煎煮，拉开了上海市民
冬季养生的序幕。我国有冬令进
补的传统，而随着市民养生保健需
求的不断提升，膏方越来越受到追
捧。岳阳医院是上海唯一具备膏
方独立制作加工能力的中医医院，
每年都要制作两万多料膏方。多
年来，医院坚守传统工艺，坚持用
紫铜锅熬制膏方，一人一方一锅煎
制的成膏都必须经过配方、浸药、
提取、浓缩、收膏、分装、晾膏这七
个步骤。经过一天半到两天的时
间，
最终出炉的是原汁原味的膏方。

时隔 5 年 草间弥生官方个
展在沪展出
日前，草间弥生个人展“我对
爱的憧憬全部从我内心出发”在上
海大田秀则画廊展出。这是继
2013 年在中国推出展览以来，草间
弥生又一次官方授权在华举办个
展。此前，媒体曾爆出自今年 4 月
以来，国内多个城市举办的《草间
弥生 x 村上隆双联展》均为未获得
官方授权的山寨展览，引发舆论热
议。草间弥生代理律师表示，将对
相关“侵权行为”采取法律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