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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农业的快速发展，农险的政策效

应迅速放大，在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提高农民

福利方面的作用不断显现。农业保险已经成为

国家农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央财政

支持的农险标的种类，已扩充到 16 种，农业保

险可承保农作物有20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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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全国“三农”媒体采访团走进云南省楚雄州永仁县，了解当地服装产业发展情况。据悉，上海与楚雄签订对口帮扶
协议以来，通过资金扶持，与永仁县合作成立了多个彝绣“扶贫车间”。目前全县共3个彝绣协会、15家彝绣公司、6个农民彝绣
专业合作社，成功带动3000多人就业脱贫。“扶贫车间”年产彝绣产品28万件，彝绣产值突破3300万元。别具特色的彝绣产品
销往全国各地，也是当地一年一度盛世节日——赛装节服饰的重要输出窗口。2019年，彝族服饰亮相上海时装周舞台，“赛装”
和“彝绣”走上T台，成了一张亮丽的民族文化名片。 见习记者 赵一苇 摄文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指定信息发布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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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滇合作帮扶脱贫，彝族服装走上时装 T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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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农业受灾
预估损失超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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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赵一苇

日前，市农业农村委组织机关
处室和委直属单位召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进会，传
达市委和市委巡回指导组关于主
题教育工作新的指示要求，明确下
一步工作安排，部署下阶段工作任
务。市农业农村委党组成员、副主
任、市农业农村委系统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副组长叶军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叶军平指出，在全党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党
的十九大作出的一项重大部署。
第一批主题教育将于8月底结束。
机关各党支部、各直属单位领导班
子和处级以上干部要切实把学习
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
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在接下来
的时间里抓紧抓好完成各项主题
教育工作任务，将工作落到实处，
让群众有获得感。

如何充分运用主题教育成果，

更好地推进机关处室和直属单位
党建工作？叶军平对此提出了“六
个员”的要求与三点提示。他强
调，机关各党支部和直属单位党组
织要在抓好主题教育各项工作的
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单位党的建
设，同时协助委分管领导把学习教
育推进好、落实好。各部门党支部
和真属单位党组既要做好业务工
作的“指挥员”（“司令员”）也
要做好党建工作的“政治委员”，
要处理好党建和业务工作的关

系，解决“两张皮”问题。要强化
问题导向，破解党建工作难题。要
加大干部队伍建设力度，践行好干
部标准，选拔好优秀青年干部；要
努力做好系统党风建设的“监督
员”和委领导“一岗双责”的“联络
员”，坚持严字当头，把纪律和规矩
挺在前面；要努力做好系统基层党
组织标准化规范化体系建设的“施
工员”和“监理员”。

要抓好干部在线学习工作、
做好创新工作的宣传输出、凸现

农业农村委职能抓好农村党建工
作。

会议要求，下阶段，机关处
室和直属单位将开展主题教育检
视剖析和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工
作，要认真做好问题清单中问题
的持续整改以及专项整治的整改
工作，继续把学习教育、调查研
究、查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始
终，组织好开展组织生活会、民
主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会。

市农业农村委召开推进会，部署主题教育下阶段工作方向及任务

品牌订单
带10万农户种优质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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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贾佳 摄文

葡萄成串缀满藤架。今夏，倪
景广“城市果园”葡萄基地里，一款
名叫马斯卡丁的葡萄卖成了“爆
款”。“来不及熟，也来不及卖。”倪景
广说。单从包装看，这款葡萄，的确
有些特别。珍珠棉腾出的空儿，是
按照“一粒”葡萄的体积设计的。按

“粒”卖，而不是一串串，这似乎颠覆
了不少人对葡萄的认知。

2007年，倪景广和妻子来到奉
贤西渡，种植葡萄已有12年余，这
家占地百余亩的果园是上海农科院
林木果树研究所的葡萄试验基地和
上海交大葡萄与葡萄酒研究中心的
葡萄新品种试验示范基地，这里日
常培育的品种比较多，大约有四五

十个葡萄品种。不过，对于倪景广
来说，马斯卡丁，还是格外有些特别
的。不少前来采摘的游客，听说了
这株葡萄，也要参观一下。

究竟哪里特别？倪景广答：“浑
身上下都不同。”

跟随倪景广，从果园木栈长廊
往里走，接近深处，见到这株“特别
的葡萄”，且只有一株。近旁的其他
品种还套着袋，这株葡萄颗粒饱满
地坠在枝桠上，因为不是温室，有些
还是青绿色的，有些呈现出古铜
色。枝叶缠绕，越过步道弯成了拱
形，很繁茂的样子，每一串葡萄上，
平均只结6~7粒果。据悉，这是一
款与上海交大葡萄与葡萄酒研究中
心共同合作试种的新品种；这家果
园，也是上海第一家实现规模化种

植这一品种的基地。而今年，首次
迎来了盛果期。

倪景广告诉记者，这个葡萄品
种引自于美国，也叫圆叶葡萄。目
前，已规模化培育种植的有两个品
种，一个叫格威尔，一个叫阿拉紫。
它的外观和口感与别的葡萄不太一
样。采了一些捧在手里，传说中有
一股“麝香味”，闻起来香气很浓，这
股味道在生活中并不多见。皮很
厚，颇有些硬度。采摘时，不容易破
皮，不容易损坏，露天的鸟儿也不易
啄食。一口咬下去，肉质带着些韧
劲，甜味很足，后劲又有点酸，皮也
有嚼劲。成熟后的格威尔，是古铜
色的，放在阳光下，透亮透亮的，就
像一颗颗仿古的珠子。

让倪景广觉得“很宝贝”的，是
马斯卡丁的食用价值。据悉，有研
究证实，这一品种的葡萄，其白藜芦
醇的含量是一般葡萄的几十倍，同
时富含鞣花酸、鞣花单宁等葡萄多
酚，并有国外研究尝试从中提取其
药用价值。

在距离这一株葡萄所在果园并
不远的另外一个基地里，有15亩的
规模化温室大棚，千余株马斯卡丁
正在陆续成熟。刚一打开棚室大
门，一股浓浓的香味就扑鼻而来。
古铜色或紫色相间，正在混合生
长。倪景广说，它的特别之处，还在
于种植过程：全程不用施药，也不必
套袋，却几乎不会患病。通常情况
下，葡萄只结一次果，但马斯卡丁不
同，可以看到，同一根枝条上，有不
同花期和果期的，有正在成熟的，有
正在结果的，还有正在开花的。一
株温室大棚里生长的马斯卡丁，可

以从7月持续结果至11月落叶之
前，大约有2~3次结果期。值得注
意的是，记者看到，这株葡萄可以在
紧邻根部的位置，就开始结果了。

全程不用药，每季可结果2~3
次，即便露天种植，也不担心被鸟啄
食，这样听起来似乎很好养活，但倪
景广告诉记者，这个品种在幼苗时
期非常脆弱，对设施技术要求也非
常高。在牙签苗时期，对土壤、光
照，特别是水分等条件非常敏感，若
不精心呵护，很难存活。

而倪景广在常温下养护的那一
株，应该算是他最精心种植的了。
三年前，技术人员给了他几十根枝
条，有700多根芽苗，最终，就只存
活下来并长成了这一株。此后在上
海交大葡萄与葡萄酒研究中心的支
持下不断培育，才有了如今的规模

化基地。
马斯卡丁就这样成了今夏果园

中的亮点。目前仅通过网络销售，
售价算得上是葡萄中的“轻奢品”
了，平均每粒大约在2~3元，但即便
如此，仍然供不应求。采摘下来的
马斯卡丁，被独立包装，像一个个完
整的小圆珠子。倪景广告诉记者，
目前，在“马斯卡丁”的品种里，还有
六七个系列正在试种阶段，争取明
年实现规模化种植。倪景广介绍，
上海城市果园于2018年2月通过了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的绿色食品
认证，实现了全基地绿色认证。目
前，该果园也是农业农村部良好农
业G.A.P.试点基地，获评上海市水果
标准园。今年7月，该果园又被评
为上海市“十佳安全优质信得过果
园”。

夏日品新贵，按“粒”卖的葡萄究竟有啥不同？
葡萄成串缀满藤架，绿荫遮蔽下，

带来一丝清凉。每年，葡萄点缀了炎热

的夏季，食之给舌尖带来甜蜜滋味，采

之给暑热天气带去乡村趣味。而在沪

郊，记者还发现了一款马斯卡丁葡萄，

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希望一饱口福。

□通讯员 孙滨 记者 施勰赟

近日，为落实乡村振兴科技支
撑行动，强化作物所品种、技术在
乡村振兴工作中的引领作用，围绕
解决制约乡村振兴的生产实际问
题，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作物所领导
和科研人员一行来到奉贤区贤城美
谷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调研并为示范
基地和专家工作站授牌。

作物所和贤城美谷农产品专业

合作社以“打造稻米特色品牌 助
力上海乡村振兴”为主题进行了充
分的对接交流，贤城美谷农产品专
业合作社执行董事陈登峰详细介绍
了合作社的发展现状、未来发展定
位和目前遇到的技术难题。作物所
与会人员在详细了解情况后表示市
农科院作物所科技人员会全力在

“贤城美谷”品牌优质绿色水稻品
种供应、绿色生态种植技术及保鲜
加工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助力合

作社将“贤城美谷”打造成上海市
知名特色品牌。

贤城美谷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是
由奉贤区12家具有一定规模的粮
食合作社共同出资组建的奉贤大米
品牌销售联盟，并注册了“贤城美
谷”商标。合作社有12个绿色生
产基地，共计3万亩稻田，全部实
行绿色标准化生产。未来，合作社
将凝聚力量推广“贤城美谷”品
牌，形成地区特色的合作联社品牌

模式，在此模式下联农带农，与农
户签订协议，通过引进优质水稻品
种及统一供种，进行全程绿色生态
种植，再回购农户的稻谷进行统一
加工、包装、销售，完成奉贤区大
米安全绿色生产和品牌化建设、销
售。

作物所一行人还考察了市农科
院自主选育的水稻品种“沪软12-
12”及“申优 26”在基地的田间
长势。优质软米品种“沪软 12-

12”和杂交粳稻组合“申优 26”
是合作社今年的主推品种，目前长
势良好，并且深受广大市民的欢
迎，今年扩大种植面积，以自主销
售稻米的形式提升产业链生产价
值。随后，作物所党总支副书记裴
红罗和副所长杨立勇分别给基地授
牌，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乡村振兴科
技支撑行动科技引领示范基地
（No.051） 和 专 家 工 作 站
（No.041）正式落成。

市农科院为合作社打造稻米特色品牌

■倪景广从700个牙苗中成功培育出的一株，如今已经长势很好

■古铜色的马
斯卡丁，成熟
后大约有硬币
大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