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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本市启动了4个产业技术体系试点建设。2017年，本市继续推进实施水稻、绿叶蔬菜、瓜果、中华绒螯蟹、食用菌、花卉、鲜

食玉米7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近日，本市执行中的7个上海市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携各自的专家组组长齐聚一

堂，接受考评。

□记者 张树良 摄文

“水稻要为种植业化肥农药减
量做出贡献”；“瓜果产业下一步要
重点考虑如何优化产业形态”“在大
众花卉消费中，上海种源应该占有
一席之地”“饲料化也可以作为玉米
秸秆资源化综合利用的选择之一”

“绿叶菜重点要放在夏季绿叶菜供
应和全程机械化方面”“上海的优势
和方向应该是食用菌的工厂化生
产”“什么是好的河蟹，产业技术体
系可以考虑制定一个标准来引导大
众消费”……

1月12日，本市执行中的7个
上海市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专家携各自的专家组组长齐聚一
堂，共同接受17位体系协调指导委

员会专家的年度考评。
2010年11月，本市启动了4个

产业技术体系试点建设。2017年，
在本市第一轮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取得良好影响力基础上，继续推
进实施水稻、绿叶蔬菜、瓜果、中华
绒螯蟹、食用菌、花卉、鲜食玉米7
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

体系实施9年来，协调指导委
员会的年度考评工作一直是体系日
常管理中非常重要的环节。通过专
家对执行年度工作完成效果进行评
估，对下一年计划任务合理性提出
建议，并现场评选出当年度的优秀
团队。

因此，每年这个时候，产业技术
体系的首席专家们都会认真将一年
的工作进行总结，尽可能全面地展

现体系的成果和进展。同时，也要
全神贯注地听取专家的建议甚至质
询，以便在体系五年周期的总目标
和设计框架下，进一步改革完善，及
时调整研究重点，更加直接面向乡
村振兴的新形势、新要求。

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市农业农
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徐惠勤全程
参与了此次汇报和考评，足以看出
她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她认为，“体
系的定位符合本市农业产业发展实
际和农业科技发展规律，作用独特，
不可替代。”

说“符合规律”，是因为体系改
变了科技项目竞争激烈、支持周期
短的投入方式，通过财政持续支持，
稳定了研究团队、稳定了研究方向，
更有利于出好成果、大成果。说“独

特性”，是因为体系建立了以需求为
导向的任务形成机制，涵盖了农产
品生产全产业链，同时以产业为主
线，通过设置不同学科专业组、综合
试验站、技术示范点，有效实现了上
中下游联接、多学科融合。说“不可
替代”，则是表达了对体系所聚集起
来的专家资源这一独特“智库”的珍
视。

回首总结7个产业技术体系走
过的2019年，更能感受到这种“符
合规律、作用独特、不可替代”。

体系研发的新品种、新技术、新
工艺，已经或正在改变许多产业的
生产面貌，引领了现代农业产业的
发展。获得2019年度考核第一名
的团队——食用菌体系研发现代农
民双孢蘑菇工厂化栽培模式，在金
山区进行示范推广，从全年仅可生
产一茬双孢蘑菇提高至全年生产6
茬，单产提高50%以上，每间菇房净
利润可达2万-3万元，实现了传统
产业的提质增效。绿叶蔬菜体系研
究形成“新夏青6号”的机械化操作
技术规程，并在清美公司生产基地
投入产业化应用，让绿叶菜“机器换
人”真正走向生产；花卉体系构建了
500种花卉资源图文数据库，优化石
蒜、百合、西红花等功能性花卉种质
创新技术，集成示范花卉种苗工厂
化生产，为第十届中国花博会做好
技术储备。

“品牌化”也是今年各体系汇报
中提及最多的字眼之一。优质稻米
品种“沪软1212”、“松香粳1018”
分别获得第一届和第二届优质粳稻
品种食味品质鉴评金奖，优质软米
在郊区种植面积由2015年的8.4万
亩提高到36.9万亩，形成了“崇明大
米”、“光明大米”、“青浦薄稻米”等
一批知名地产稻米品牌，全年地产
品牌大米销售量达到6.982吨；瓜果

体系通过吉祥物、印章等包装宣传，
不断提升“南汇8424”、“金山小皇
冠”、“华亭球明”哈密瓜、“孰美”草
莓等品牌影响力，其中品牌西瓜销
售57万箱，比2018年增长11%；玉
米体系联合迎泽、众之梦等专业合
作社，打造玉米统一品牌“甜蜀黍”，
制定产品标准，品牌包装销售1.4
万箱。地产品牌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在2019年也得到了全面拓展，既有
久光百货、正大广场等高端商场，又
有天天果园、易果生鲜等网络渠道，
同时也不乏盒马生鲜等新零售渠
道。

与此同时，我们还能够看到各
产业技术体系过良种与良法相配
套，开展绿色防控技术、生态种养、
资源循环利用、清洁绿色生产技术
等的研究和示范，强化“减肥减药、
耕地保护、生态种养”可持续发展理
念。

据统计，7 个体系本轮启动以
来，共取得115项标志性成果，其中
获得各类科技奖励12项，自主培育
新品种70个，成果转化交易如火如
荼。与此同时，产业技术体系也成
为上海农业科技服务全国的生动写
照。例如中华绒螯蟹体系新品种

‘江海21’，上海的良种覆盖率在蟹
种阶段达10%，在成蟹阶段达80%，
在全国推广应用近30万亩，应用范
围覆盖13个省市，年创产值约20亿
元。

“谢谢各位专家。”对于协调指
导委员会专家对体系工作提出的建
议，产业技术体系的相关负责人无
不用谦逊的态度表达着认同。这种
认同，既是出于产业技术体系“集聚
高水平专家，集中力量搞科研”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更印证着农业科技
工作者对上海乡村振兴“科技应该
有所担当”的共识。

上海乡村振兴中的上海乡村振兴中的““科技担当科技担当””
————上海市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年度考评会侧记上海市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年度考评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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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通讯员 朱扬清

日前，长宁区新泾镇社区文化事
务中心、长宁区老年大学西部分校
（新泾镇社区学校）和新泾镇图书馆
联手，在新泾书画创作基地举办以

“瑞鼠闹春迎新年”为主题的老年大
学学员书画展，展示老年学员学习书
画的丰硕成果，彰显老年人挚爱书画
艺术的风采。

新泾镇是西郊农民画的发祥地，
书画艺术成为许多居民、特别是退休
老年人的最爱，数以百计的老年人走
进老年大学的书画班学习书画艺术，
以充实生活，陶冶情操，提升品位，获
取快乐。这些老年人通过潜心学习，
进步很快，脱颖而出，临摹和创作出
不少优秀的作品。这次，从200多幅
学员的作品中，遴选70余幅书画作
品展出。参展作品既有楷、草、隶、
篆、行等书法作品，又有花鸟、山水、
人物等绘画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健康向上，抒发了老年学员爱党、
爱国、爱美丽家乡、爱美好生活的情
怀。

新泾镇举办
老年大学学员书画展

回应“两个怎么”
□石天泉

白驹过隙，时间真快。一晃
眼，到奉贤区庄行镇马路村已经快
半年了，从刚开始的“蹒跚学步”，
到现在“脱手走路”，体会很多也很
深。要说最深的，还是那一件事。

记得，那是驻村组工作例会
后，一位驻村指导员把我拉到一
边，倒豆子般问了我两个问题，一
个是“你做的这些事，当你走了，还
会延续下去吗？你怎么想的？”，另
一个是“那些卖你面子投向农村的
资源，你怎么还？”

那一刻，我并没有回答上，说
了句，“让我好好想想，再约个时间
喝杯下午茶。”经过这段时间的思
考，我想我能稍微说出点“子丑寅
卯”，喝完这杯“下午茶”。

第一个问题，与其说是要建立
长效机制，不如说是这些事本身是
否有生命力，有供需的内在要求。
就拿招商引资来举例，截至目前，
已在庄行招来落户2家影视企业，
共计纳税10万元。这并不只得益
于我的招商引资资源，企业所落户
的南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园，有场地

租赁、税收返还、企业服务等多种
优势资源，这让“以发展为第一要
务”的企业愿意安心扎根。我更主
要的作用是当好信息的“摆渡人”，
沟通的“润滑剂”。我相信，即使我
驻村工作期满，企业依旧会继续在
这里做大做强，不仅如此，会有更
多新兴企业投资落户奉贤庄行。
再举一个大家都在做的事，帮卖农
产品。与销量相比，我更看重销售
的渠道和销售的方式。联合普陀
区其他两位驻村指导员，与农工商
超市、百联中环对接，搭建农超、农
商平台。渠道建成了，留给后人的
就是如何把渠道建得更牢、更宽、
更好了。前段时间，我提出梨树认
养的概念，重点突出先销后种，第
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想
法，得到区里、镇里的肯定。经过
精心策划，12 月 6 日举行启动仪
式，当场认养1780棵，收到认养金
70 多万元。只要是富农、惠农的
事，农民就会自觉自愿地做下去，
我只是指导，他们才是主导；我只
是配角，他们才是主角。

第二个问题的本质与运转机
制有关，这对驻村指导员这个“中
转站”来说，提出很高的要求，一定
要有良性的运转机制，才能把事做
好，把圆画圆，否则单向的输出，最
后换回的就是“断流”。我提倡要
有“哑铃式”工作理念，一根杆牵起
两个头，两头都要“有分量”。比如
我在党建、文化共建上的探索，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的“居村书记面对面话初心、共成
长”活动，既在彼此的主题教育中
开展自选动作，又更贴近实际的交
流做法，破解现实难题；将甘泉镇

“图书漂流”漂到庄行镇图书馆、马
路村。精品文化团队展演乡村，也
将庄行的特色“锣鼓书”带上甘泉
社区节，引入乡村非遗“庄行土布”

传统手艺制作一批文创产品。再
比如我所带来的参观活动，看似单
向输出，其实不然，我充分考虑双
方的需求，参观方要的是体验新农
村，讲究互动、沉浸，让员工有获得
感、满意度，村里要的是增收，推广
村名村誉，引入发展的新可能，我
就像个齿轮，适配着两边不同大小
和转速的齿轮。

本篇的驻村笔记的题目是《回
应“两个怎么”》，并不是《回答“两
个怎么”》，6个月的驻村时间，远不
能回答全面，略略回应一下，也算
对自己工作的思考，对“同行”的抛
砖引玉。

（作者系普陀区甘泉路街道社
区发展办主任、奉贤区庄行镇马路
村驻村指导员）

□文/记者 欧阳蕾昵 摄/记者 张树良

1 月 11 日，大联展进入第二

日。天公不作美的周末，淅淅沥沥
的冬雨下个不停，气温十分低迷。
与室外阴冷形成鲜明对比，早上9

点刚过，7500平方米的农展馆已是
人声鼎沸，最热闹的还属地产农产
品展销区。

穿上围裙，戴上袖套，崇明古宗
白山羊合作社负责人石卫东亲自上
阵，忙着为顾客切分羊腿。“昨天一
天营业额25000元，一个上午带的
货全部售罄。”周末这一天，石卫东
备足了50只羊腿准备应对大客流，
55元一斤的价格让许多顾客直呼
实惠。“摊位费全免、住宿安排好，还
有2000元的物流补贴，每年，区农
委帮我们都安排得妥妥帖帖的。”记
者看到，古宗白山羊合作社的摊位
紧靠过道，地理位置优越，人来人往
很容易就注意到灯箱上“崇明区美
丽乡村”的字样。“认准崇明，就知道
这羊肉肯定是绿色的。”

一块“银奖”的奖牌摆放在摊位
最显眼的地方，来自金山区的“胖鸽
鸽”肉鸽生意火爆不愁卖。记者看
到，冷柜里放着气调包装的冷鲜鸽，
有老鸽和乳鸽两种。“我们的饲料以
玉米、小麦、高粱、豌豆为主，乳鸽期
不适用抗生素，清水蒸一蒸，皮脆、
柔嫩，味道鲜美。”金皇鸽业销售负
责人告诉记者，开展第一天，300个
鸽子一个上午就卖完了，有的顾客
昨天买回去尝过，今天又来买，许多
市民就是认准本地产的鸽子，质量
安全有保障。

除了可以“吃”的肉禽产品，市
民钟爱买点花卉迎接新年。每年都
来参展的崇明水仙花摊位前永远人
头攒动，小盆20元的水仙最热销，
上海百叶水仙花合作社备足货源迎

接大客流。与水仙摊位一样，一旁
的嘉定腊梅也是“畅销货”，小瓷杯
装的60元，玲珑精致；中等的100
元，还有大捧的200元。挤过里三
层外三层的人群，爷叔阿姨们高举
着腊梅在展会摊位来回穿梭，留下
满屋的香气。

多年来，新春大联展成为优质
地产农产品集中亮相的大舞台。前
不久，农业农村部来上海进行农药
残留飞行检查，送检的8000个样本
4 个批次的地产农产品合格率为
100%。记者获悉，今年大联展，所有
地产参展企业均具备“三品一标”，其
中绿色食品认证率首次达到62%。
除了蔬菜，越来越多的地产肉禽、水
产品也加入绿色食品“大军”，为市
民选购年货上了一道“安心锁”。

供 需 对 接 ，新 春 大 联 展 落 幕

阴雨绵绵的周末，大联展上“沪”牌年货销售旺

□记者 张树良

1月10日，当天开幕的2020上海新春农产品大联展
公共推介区域，三家沪郊农业经营主体上海亮苗稻米专
业合作社、上海伟联蔬果专业合作社、上海金皇鸽业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先后登上舞台，从产品特色、生产经
营、企业荣誉等方面进行推介，并带来试吃产品让到场
观众品尝、答题互动，而他们推介的产品，都有一个共
同的身份 —— 上海地产农产评优获奖产品。

2019年，市农业农村委主办了一系列的上海地产优
质农产品评优推介活动，涵盖了水蜜桃、葡萄、黄桃、
蜜梨、国庆新大米、肉鸽、中晚熟大米、草莓等8个品
种，评出了一批上海地产优质农产品品牌，有效提升了
地产农产品的知名度，也扩大了其品牌影响力，受到市
民和农民的欢迎。

此次大联展，三家单位分别带来了获得地产优质中
晚熟大米评优推介活动金奖和地产优质草莓、肉鸽评优
推介活动银奖的产品参展销售，并在公共推介平台进行
推介，彰显着经营者的品质自信和质量承诺。

记者在现场也看到，参与推介的三家企业展位上，
不少市民前来购买。在各类评比活动中获奖的其他企业
也纷纷参展，带来自己的优质产品。

事实上，大联展的承办单位上海农业展览馆也正是
上海地产优质农产品评优推介活动的固定承办单位之
一，在评优推介活动中，上海农业展览馆充分发挥自身
的市场渠道能力，借助多年办展中与市场对接的经验和
资源，创新将流通领域评比引入评优活动中，构建起具
有明显市场引领导向的评优推介评价体系。

与此同时，在评优推介活动中获奖的产品，也以当
天这种形式，登上大联展的舞台，用展示展销、公共推
介等方式，讲述着一场上海农产品绿色化、优质化、品
牌化的生动实践。

在评优推介活动与新春农产品大联展的互动中，上
海农业展览馆制定和形成了一整套颇有成效的评价、推
优、宣传、推介的标准流程，形成了“产-评-推-介-
销”的农产品营销链条，实现了对消费者的参与度保
障、对生产者的消费引领、对渠道商的品质背书。

据悉，今年，市农业农村委将继续优化上海地产优
质农产品评优推介活动，深入推进地产优质农产品大品
鉴、大推介、大展示，培育和打响一批上海地产绿色优
质农产品品牌。

当天下午，崇明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推介会举行。
滨江临海、水洁气清，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崇明
土地上优质的地产绿色农产品。此前多年，崇明优质农
产品“低调”已久。近年来，从“崇明大米”“崇明清水
蟹”到“崇明金沙橘”“崇明翠冠梨”，崇明区积极“发
声”，大力整合绿色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加强崇明绿色
农产品的品牌建设。推介会上，公共品牌指定运营商

“崇明米道”就崇明大米、崇明清水蟹、崇明白山羊、崇
明糕等产品进行了推介，并现场烧制崇明大米饭供参会
市民品尝。

据悉，此次大联展期间还举办了青浦特色农产品、
吉林人参、山西杂粮等多场现场推介活动。

一场上海农产品一场上海农产品
绿色化品牌化的生动实践绿色化品牌化的生动实践

□记者 欧阳蕾昵 摄文

水煮生蚝、香煎墨鱼饼、烧鹅、烤海
鸭蛋......今年的上海新春农产品大联展，
一艘满载“粤字号”农产品的”大船”二度
登陆上海滩。大联展开展的第二天，由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带领的广东展团举办
了一场“湾区品质 开放共享”广东名特
优新农产品（上海）品鉴采购活动，吸引
了近50家来自华东地区、长三角地区的
知名采购商踊跃参加。

活动现场热气腾腾、喷香四溢，一边
是企业负责人与地方政府官员站台做产
品推介，而另一边是新鲜烹饪的粤式美
味端上桌，供采购商品鉴。所有菜品均
采用广东名特优新农产品制作，采购会
俨然成了一场美食汇。

据悉，2019年“粤字号”农产品多次
来到上海，与长三角地区采购商及上海
本地知名连锁销售企业采购商对接洽
谈，初步打响“粤字号”农产品品牌，成果
喜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深化
农产品贸易交流与合作工作，进一步提
升广东“粤字号”农产品在长三角的品牌
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此次广东省农业

农村厅组织21家特色农产品企业再度参
展。

展区外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展区
内人声鼎沸、热气腾腾，袅袅的茶香、诱
人的鲜香，醉人的酒香、清雅的花香吸引
了许多前来买年货的上海市民。广东展
团带来的生蚝、鱼丸、鸡鸭鹅、腊肠、供港
蔬菜、丝苗米、“炮弹”香芋、丹霞贡柑、荔

枝蜂蜜酒、单丛茶、兰花等特色农产品深
受市民喜爱，不少市民迫不及待地将心
仪的农产品“收入囊中”。据了解，本次
大联展上，广东展团带来了包括海产品、
畜禽产品、粮油产品、蔬菜产品、水果产
品、酒产品、茶产品、花卉产品、食用菌产
品等九大类数十种美味、优质的“粤字
号”特色农产品。

““粤式美味粤式美味””再次亮相上海新春农产品大联展再次亮相上海新春农产品大联展

□记者 张树良 摄文

“终于能跟你们联系上了。我们那
里生产的大樱桃颜色深红、果肉很厚，比
很多进口的车厘子品质要好。”见到盒马
鲜生采购部门的负责人，来自新疆的莎
车丝露果香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董事
长阿依古丽·亚森兴奋地介绍着自己的
产品，并耐心地回答着对方提出的每一
个问题。

这个是在2020新春农产品大联展逆
采购对接会上发生的一幕。

除了盒马鲜生，本来生活、食行生

鲜、叮咚买菜等新零售企业，城市超市、
第一食品、清美鲜食、康喜乐嘉、喆农商
贸等传统营销企业，以及上海消费扶贫
联盟、万果风云会等平台型企业共11家
企业，带着各自的需求来到对接会现场，
列出采购产品清单，并由到场的供应商
洽谈接单。

“日常需求根茎类农产品、季节性瓜
果、冻牛肉产品”“需要获得绿色食品或
有机食品认证的产品，同时我们对产品
包装和包装上的内容有一定的要求”“希
望产品可以更加细分，同时具有相应的
生产技术和加工工艺”……对接会上，采

购商对自己需求的产品提出了十分明
确、清晰的要求，展现出满满的诚意。

据了解，此次逆采购对接会已经第
四次作为新春农产品大联展的系列活动
举办，并成为最受参展商欢迎的品牌活
动。

吉林的人参、湖北的莲藕、贵州的方
竹笋、福建的药膳鸭……除了产品的宣
传资料，这些实物更成为供应商的“道
具”，以便向采购商介绍自己的产品特
色、包装规格、设计风格等，提高对接效
率。还有人拿来了当地质量计量监督检
测所出具的产品检验报告，为自己的产
品进行着质量背书。

记者在现场看到，相比往年对接会
采购商课件展示、视频推介、介绍经营理
念等形式，今年的对接会上，每个采购商
仅有3分钟的时间发布需求，之后便是采
购商和供应商一对一对接洽谈，更加突
出了“务实高效”的特征。

这也正是近年来上海农业展览馆致
力于展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

作为农业与会展业交融的载体，上
海农业展览馆以新春农产品大联展为主
要载体，不断丰富展陈内容、提升办展水
平，不断提升展会的市场化水平，推进展
会从平台、安保、搭建的“管理型”展会向
科普、中介、商务的“服务型”展会升级。
此次逆采购对接会，正是凸显大联展促
销、洽谈、贸易功能的重要举措。

逆采购搭建对接平台 求实效助力供需牵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