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欧阳蕾昵

11月27日，2019中国奶业D20
峰会在沪召开。本届峰会以“奶业
新未来——责任、创新、融合”为主
题，展现新中国奶业 70 年发展成
就。会上发布了《2019中国奶业质
量报告》，并举行“光明论坛”。农业
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在会上发表主
旨演讲，农业农村部总畜牧师马有
祥、市农业农村委一级巡视员王国

忠等出席峰会。
据了解，70年来我国奶业发生

了历史性的变化。2018年，全国奶
类产量3176.8万吨，人均奶类消费
量34.3公斤。奶牛规模养殖比例达
到61.4%，全部实现机械化挤奶，奶
牛平均单产7.4吨。规模牧场生鲜
乳质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乳制品
和婴幼儿配方乳粉抽检合格率达到
99.5%以上，位居食品行业前列。今
年1—10月，全国生鲜乳产量同比

增长 5.6%，乳制品产量同比增长
8.3%，奶牛养殖效益回归到3000元/
头的正常水平，奶业振兴迈出新的
步伐，新鲜的趋势已然来临。

如何凝聚政府、企业、行业协会
合力，打好奶业振兴攻坚战，推进奶
业振兴再上新台阶？峰会上，D20企
业围绕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协调融
合、高质量发展等主题，提出奶业振
兴的举措，并达成共识：积极发挥领
军者作用，扛担当之责，在产业升级、

质量安全、品牌建设、诚信自律方面
做表率。作为本届峰会的东道主，光
明乳业董事长濮韶华与D20企业代
表上台启动“奶业新未来”仪式，展
现中国乳制品企业凝心聚力，共同推
动中国奶业振兴的担当与决心。

D20峰会为中国奶业人提供了
一个开放、平等、先进的合作交流平
台，未来，D20企业联盟成员将增进
共识，携手并进，为我国奶业新发展
作出更多贡献，共创奶业光明未来。

中国奶业20强峰会在沪开幕 共话奶业振兴

□记者 张树良

“机器换人”，顾名思义，就是以
现代化、自动化的装备替代传统的
人力劳动，推动技术红利替代人口
红利。灭茬旋耕、起垄做畦、机器播
种、水肥一体化、机械采收……11
月29日，一场以“机器换人”为主题
的绿叶菜全程机械化现场推进会，
在位于浦东新区宣桥镇的上海清美
蔬菜瓜果种植场进行。

市农业农村委党组书记、主任
张国坤仔细观看了机器播种、移栽、
收割的现场演示，并在听取工作人
员介绍后表示，此次现场会的使用
机械和操作人员，真正从实验室转
移到了生产基地，以鸡毛菜为代表
的上海绿叶菜“机器换人”取得可喜
成绩，实现了多个生产环节机械化
集成，更加坚定了科技兴农工作的

主体是优质的生产经营主体，更加
坚定了上海蔬菜生产推进“机器换
人”的信心和决心。

机械化播种可以选择适宜机械
化生产的品种，调控播种密度和生
长环境，可控制杂草和病虫生长，自
主控制的外部环境以及标准化生
产，使鸡毛菜等绿叶菜在生长期间
能够降低农药使用量，实现精细化
耕作、精量化播种，确保产品绿色生
态。同时可以起到节约用种量的作
用。参与现场演示的其中一台
4GCDZ-100型绿叶菜收割机是由上
海市农业机械研究所历时5年自主
研发，采用纯电驱动，造价仅为同类
型进口收割机的三分之一。机械化
预计可以实现一天单机采收10亩，
300亩规模的园艺场只需要8个人，
单人劳动生产率是传统产业模式的
25倍。在传统蔬菜采收模式下，1

亩地通常需要5-6人采收一整天，
而有了机器作业，同样的采收量，一
小时即可完成。

由于全程机械化收割的产品均
为净菜，不沾泥土，也有效避免了人
工多次抓握，可减少蔬菜的二次污
染，提高产品品质的可控性。此外，
收割后的残留物，原本被视为城市
垃圾，如今可以留在园艺场，成为土
壤的有机肥料，继续支持生产。

小青菜在上海绿叶菜生产中占
比较高，高密度移栽、采收仍是生产
中的难点，存在用工量大、劳动强度
大、人工成本高等特点。现场演示
的小青菜高密度机械自动移栽机，
只需要双人投苗作业，就可较好地
实现高密度栽植且栽植株距稳定，
能够适用上海地区的小青菜移栽要
求，大大改善人工作业环境，并且效
率也有较大幅度提高。

据清美公司技术负责人介绍，
鸡毛菜品种从整地、作畦、播种、移
栽种植、水肥管理等一系列机械化
操作，到使用收获机采收、运送到预
冷库、包装车间，再到“清美鲜食”门
店，在该公司已经基本实现全程机
械化生产。适时机械收获、机械包
装和冷链的无缝衔接，降低二次污
染，保证了绿叶菜的鲜嫩，而且无损
伤，既节本增效，又提升了品质，真
正体现出机械化作业的“安全、绿
色、优质”。

此次种植的鸡毛菜为市农科院
专门为配合机械化生产而研发的品
种“新夏青6号”。该品种具有中胚
轴长、耐热、抗病、耐湿等优良性状，
播种后30天左右即可收割，平均亩
产量可达680kg左右。由于该品种
生长周期短，成熟快，可有效控制杂
草和病虫生长，确保绿色生态。

对于继续推进绿叶菜“机器换
人”，张国坤要求，一是要形成工作
合力，优化完善农机农艺协作机制，
加强农田建设、菜田设施、农机装
备、产销对接等部门单位的联系沟
通，协调推进。二是视野要更宽、标
准要更高，在基地标准化建设、先进
机械引进、高品质产品生产等方面，
要瞄准前沿。三是系统集成能力要
更强，以绿叶蔬菜为重点，消化吸收
蔬菜机械化最新成果，以全程机械
化推进蔬菜产业绿色化发展。四是
政策要更聚焦，整合蔬菜保护镇、都
市现代农业项目、科技兴农项目等
多项政策，发挥好农机购置补贴、绿
叶菜奖补资金、科技兴农项目等政
策引导作用，形成政策共振的效果。

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徐惠勤、
总经济师施忠，浦东新区副区长管
小军等出席现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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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区漕泾镇
把党课送到家门口

□通讯员 徐锋琴 陈杰 记者 曹佳慧

“主题教育形式太单一，能不能
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让我们听
得懂、也记得住。”“我们住在亭林
大居到漕泾镇开展主题教育很不方
便。”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征求意见中，不少金山区漕
泾镇的党员们直言。听到这些中肯
的意见，漕泾镇马上制定相关方
案，“我讲你听”学习分享会、“书
场党课”、“宅基党课”等，为党员
学习教育“量身定制”的学习大礼
包纷纷送到了党员“家门口”。

他是“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种瓜大王蔡金龙，他是退休不
褪色、热衷于公益事业的老校长张
孝礼，他是漕泾镇第一例造血干细
胞的捐献者、年轻党员俞斌欢……
近期，漕泾镇掀起了“我讲你听”
话初心的学习热潮，各村居结合实
际，邀请在各行各业的老党员、年
轻党员述说他们的“初心”故事。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一定要救治
这位可怜小妹妹，造血干细胞捐献
就是我的战场。”身为同龄人的蒋庄
村党员郭旭佳表示，在今后的生活
和工作中也要学习这种精神，将一
个党员无私奉献的初心践行下去。

“初心”故事也得到了很多党员的共
鸣，老党员沈永根深有感触地说：

“蔡金龙的故事对我触动很大，因为
我也是这样一路走来的。”“初心”
课堂的开展，不仅增进了年轻党员
与老党员之间的情感交流，也让党
员们从身边的故事最直观的感受、
领悟、实践“初心”。

与此同时，村民宅基头上的
“宅基党课”也活跃了起来。由金山
区委党校组成的“银杏先锋”志愿
者服务队走进漕泾镇各村党建服务
点开展“送学”活动。结合这次主
题教育，“诵读红色家书，感悟初心
使命”“重温战火青春”“中国人民
解放军名称的变迁”等主题的党课
都搬进了宅基头，党员们表示：“这
种党课质量高，又方便，希望党课
老师多多下基层。”张伟告诉记者，

“这个活动让基层很受益，主题教育
开始后，我们主动和党校老师对
接，增加了上课频率，每周都开展
一次，党校老师都很认真地编排课
程内容，受到了党员们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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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施勰赟

从葡萄架上萌出新芽到叶片逐
渐嫩绿、开花结果、产出整串可鲜食
的葡萄，其管理过程是怎么样的？
施了哪些肥、用了什么药，你是否想
了解？

在近日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科技
信息研究所与上海江链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举办的乡村振兴科技支撑对
接会签约揭牌仪式上，记者了解到，
经过双方合作研究，目前已将物联
网技术、光谱分析技术、智能控制和
安全追溯等信息技术有效应用到葡
萄生产中，推出了可复制推广的马
陆葡萄绿色标准化种植方案，为葡
萄生产构建有“数”可依的葡萄品质
评价技术，消费者还能通过扫描葡
萄果串中的二维码标识，直观全面
地了解到该葡萄的产地、品质、生产
情况等信息，不仅施了什么肥、打了
什么药可见，整个生产过程的环境

变化也一目了然。通过信息化手段
的应用，全面提升葡萄品质和安全
水平、扩大品牌影响力、提高葡萄种
植经济效益。

“侬有数”让葡萄生产
趋于标准化、精细化
嘉定马陆“23°”葡萄种植基地

是市农科院信息所与江链科技开展
智慧农业技术合作的示范基地。在
基地可以看到，由摄像头、各类传感
器组成的一张密网，时刻监控着基
地的生产情况，能够实时对基地的
空气温湿度，光照强度，二氧化碳浓
度，土壤温湿度，土壤pH，土壤电导
率等环境参数进行全面采集记录，
通过“侬有数”智能+生产管理云平
台以实时数据、图像和视频形式监
测葡萄生长环境和葡萄生长状况。
经过平台数据分析后，会以手机短
信的形式，向种植户第一时间推送
农情提示、预警信息及决策建议。
同时种植基地现场的实时数据和视

频则通过微信公众号给消费者及种
植户和农业专家查看。

以“马陆葡萄”作为案例，通过
前端设施环境和葡萄长势相关基础
数据的采集，融合平台的葡萄绿色
标准化种植流程，建立基于物联网
和植物表征的智能决策支持系统，
能够实现葡萄标准化的种植管理，
并对种植管理进行全过程记录。目
前，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庄行综合试
验站，金山葡萄种植基地已同步部
署。待技术进一步成熟后，将推广
到更多葡萄种植基地，为葡萄品质
和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葡萄溯源系统
实现全程管理扫码可见

“每一串葡萄在结果初期我们
就会挂上‘RFID+二维码’的溯源标
牌，随着葡萄果实逐渐长大，这个标
牌将会牢牢镶嵌在果实之间，藏在
果串中，只有在消费者剪落果粒后
才会显露出来，通过手机扫描二维
码可以了解这串葡萄全部的生长情
况。同时，二维码信息在二次扫描
后会失效，这样一来就能有效避免
造假和复制，保证信息的真实有
效。”江链科技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通过与市农科院信息所的合作，双
方共同开发了这套追溯系统，葡萄
疏粒后，每一串葡萄都会被赋予唯
一溯源码，使用葡萄溯源系统可以
查看每一串葡萄的生产过程。同
时，RFID 的应用，也能方便田间管
理。“农事作业情况都能实时记录，
出库入库可以实现非接触盘点，节
省人力成本。”

目前，该套追溯系统在技术上
已完全成熟。明年起，将有望应用
到葡萄产业其他合作社、农业大户

的自主生产中。值得一提的是，农
户所要承担的标签成本仅为1元/
串，生产信息可借助市农科院与企
业合作打造的数据平台生成。有了
溯源标签，葡萄生产路径清晰可溯，
优质的产品扫码可见，获取消费者
信任的同时必能为农户带来更多收
益。

光谱技术用于
果实品质无损检测

“虽然我们正在使用的这套高
光谱检测设备价格比较高，但我们
正在通过筛选确定果实品质评价参
数的光谱敏感波段，下一步我们将
基于这些敏感波段，研制低成本、快
速无损测定葡萄果实品质检测设
备，方便农户无损、便捷获得葡萄品
质信息。”据市农科院信息所研究员
李琳一透露，目前，参照上海市地方
标准《上海果品等级葡萄》（DB31/
T645-2012），合作团队正以马陆地
产“夏黑”和“阳光玫瑰”为研究对
象，通过自主研究搭建的成像高光
谱检测平台，建立基于成像高光谱
技术的马陆特色葡萄果实品质等级
评价实时、在线、无损检测系统。目
前，该团队已能够通过光谱检测快
速评估“阳光玫瑰”果实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准确性可达85%。

此次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信息所
与上海江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

“手拉手”，是落实上海市农业科学
院乡村振兴科技支撑战略、服务郊
区的工作内容之一，未来，上海市农
业科学院信息所将继续拉手江链科
技，不断完善葡萄产销智能化解决
方案，实现“数据增值”，让信息技术
为葡萄生产带来更多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