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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祥村

又一波寒潮中，地产绿叶菜“机采”保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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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印发《通知》
进一步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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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基层治理“神经末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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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东方城乡报·上农记者用心灵感受沪郊温度、用脚步丈量乡村田野，初心不改，一如既往。
伤痕记忆，疫情肆虐，我们在感恩菜农倾力付出的同时，即时传递出“菜篮子”丰沛供给的资讯，纾缓您焦灼的情绪；尔后，万物复苏，桃花绽开，我们与您一起笑迎阴

沉散去，明媚渐盛；“五五”购物节，社会双循环悄然开启，我们怀揣着瓜果梨桃渐次上市的喜悦，为您传递分享缕缕甜蜜的信息；丰收节，“礼赞丰收·致敬农民·回馈市
民”，也许是第一次在镜头前与您相遇的我们，却感到彼此好似神交已久……

作为上海三农的记录者，在这时序年轮向前拨动的时刻，试着对那些在过去岁月撩拨我们心弦、值得记忆的点点滴滴，作一番细心梳理和盘点。也许，这仅仅是一种
媒体视角、乃至某位一线记者的视角，由于分类庞杂、视野不够，难免挂一漏万，缺乏权威判断，乃至以偏概全，但我们的盘点，满怀的是内心的温暖和真诚。

感受沪郊风物与温度！这是我们与您的约定，邀请您跟我们一起回望那些我们觉得值得记录、体悟的年度记忆。并以此期待，愿一切美好，未来可期！这是我们唯
一的初衷与目的。 □东方城乡报·上农编辑部

“和而不同”，是宝山区罗泾镇
五村联动的显著特征——长 21 公
里的旅游线路，串联起了五村产业、
文化、旅游和生态节点，首尾相连
13 平方公里融为一体；米、蟹、菜、
花、糕，五个村的差异化定位，也给
出了区域产业规划布局的示范。串
点成线、连线成片，对于乡村振兴

“从盆景变风景”这个课题，既是路
径，也是目标，或许，“五村联动”片
区为我们提供了乡村振兴示范从”
村域”向”镇域”拓展的一个值得研
究的样本。

提名：青年农场主直播带货|金
山田园五镇|奉贤百村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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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村联动
“稳产、提质、增效”，上海蔬菜

高质量发展蓝图擘画完成。“全市
40万亩在田蔬菜长势良好，绿叶菜
日上市量达3000吨，可以满足市场
的需求。”大年初五，在市政府新闻
发布会上，市农业农村委给出这样
一组稳定民心的数据。“保供应”！
从年初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到年底
应对寒潮影响，作为上海市民餐桌
必不可少的菜品，在多方努力下，
绿叶蔬菜价格始终保持相对稳
定。前端稳定的是价格，背后稳定
的是保供应的信心。

提名：红美人|新大米|大闸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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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叶菜

对于农业农村，数字意味着什
么？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5G
等技术的出现和应用，让农业数据
采集、产品安全溯源、精准施肥用药
等成为可能。2020 年，上海向“农
业数字化转型”迈出了第一步，用

“一图、一网、一库”连接“生产者、消
费者、管理者”，通过绘制“1+N+X”
数字农业云平台，编制数据标准，从
而全面摸清全市农业生产现状，进
行科学决策。这也意味着：上海数
字农业的未来，可期。

提名：嘉定“数字化无人农场”|
植保无人机|金山点甜机器人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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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一网一库
“广大郊区人民是建设者、参与

者，也是受益者、共享者。”7 月 24
日，市委书记李强在联一村调研乡
村振兴工作时说。新建农民集中居
住区一期项目签约率100%；新建农
居粉墙黛瓦、前庭后院、农田环绕；
引入规范化、智能化的社区物业管
理机制……郊区乡村的宜居度、竞
争力和吸引力有望在这里充分展
现。更具突破意义的在于，联一村
是与市属功能性国企直接合作的示
范村，在土地整理、住房更新等方
面，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提名:海沈村|新安村|吴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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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一村
2020 年，上海生猪养殖业迎来

里程碑式的突破——1400吨松林猪
肉的 8 款产品获得了绿色食品证
书。作为大米品牌，松林从不愁拿
不到奖，而作为肉猪品牌，这是整个
生猪养殖业中的“第一张”。种养结
合全产业链布局，绿色生产全流程
规范，安全高效全覆盖管理，松林走
出了一条地产农产品品牌建设新路
子。如果说品牌化是衡量农业高质
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那么“松
林”所反映出的，正是上海农业品牌
市场号召力的“缩影”。

提名:清美|鑫博海|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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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林
在这里，你可以在烘焙、陶艺、

釉彩中获得愉悦，也能够用“宿予十
二膳”中触发味蕾，还可以在水上运
动、果蔬采摘中满足体验。作为上
海首批特色试点民宿之一，历经几
年的沉淀，宿予仍然保持着最初的
活力，并为连民村贴上“宿游村”的
标签，产生了极强的“磁吸”效应，同
时，在连民村的发展中获得“红利”，
让自身更加丰富。乡村产业兴旺和
一二三产业融合应该是什么样的形
态，宿予也许是一种答案。

提名：松江八十八亩田|横沙
岛-玖柒民宿|金山嘴渔村—渔家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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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予
不管是青浦奘糕、叶榭软糕、

七宝方糕、金山白龙糕，还是崇明
糕、米糕、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上
海人的美食记忆，在沪郊美食界
中有着无可撼动的地位。逢年过
节吃糕做糕，寓意“节节高”，这
份旧时留下的传统习俗，如今在
沪郊农村仍保留着。大米和糯米
按比例配制成原料，辅以精细绵
白糖和各色馅心，沸水蒸腾，一
块块芳香扑鼻的米糕，在氤氲蒸
气中出锅，那一口松软香糯最解乡
愁！

提名：塌饼|咸肉菜饭|阿婆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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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糕

从大白兔雪糕到大白兔奶糖
风味牛奶，从优倍鲜奶冰淇淋到优
加益固牛奶，2020 年，光明乳业接
连发布新品，“彩虹瓶”风味酸奶更
是在上架后销量破万，一度成为“明
星新品”。去年9月，“彩虹瓶”风味
酸奶首次亮相上海庆丰收大展示活
动，让市民通过味蕾，直观体验醇厚
的酸奶与清甜的水果碰撞。

提名：家绿彩虹农场番茄棒冰|
新成格林尔水蜜桃冰淇淋|亮苗鲜
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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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彩虹瓶
当无人机起飞三分四十五秒钟

之后，双祥村成为了记者心中的江
南水乡。粉墙黛瓦，水清岸绿，错落
有致，分布在一块块被河道分隔开
的陆地上，宛如躺在水面上的荷
叶。在外漂泊的人回来后，第一时
间想看的应该是这里的水吧，沿着
岸边踱步，迎着湖面感受岁月沉积
的乡土气息。双祥，是一个浮在水
面上的村庄，一个留住千砖万瓦乡
愁记忆的村庄。

“十年禁渔”，既是保护长江母亲河的历史性标志性工程，也是中华
民族发展史上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自2021年1月1日0时起，长
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短短一段视频，在上海三农抖音号、
视频号获得330多万的阅读数，成为上海三农年度流量冠军。“为全局
计，为子孙谋”，当“长江禁渔令”成为年度共识，十年后，我们将遇到一
条更具生命活力的长江！

提名：庆丰收大展示|农民相对集中居住|乡村振兴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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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禁渔

□记者 欧阳蕾昵

前几日，沪郊又一波寒潮
来临，记者在位于浦东宣桥镇
的清美集团张家桥蔬菜基地看
到，“8型棚”（宽度为8米）里，
一款手扶蔬菜收割机正开足马
力作业，短短15分钟，一个棚
的茼蒿菜全部采收完成，这批
茼蒿菜经分拣包装后将很快出
现在“清美鲜食”各家门店里。

“如果用人工来代替，需要
3个人采一整天。机械化采收，
单人劳动生产率是传统模式的
25 倍。”基地负责人告诉记
者，在极端天气下，即便加价
到 200 元/日，也难以请到人
工。“机械化采收就不同了，
随叫随作业，还能避免人工多
次抓握，减少二次污染，提高
产品品质和保鲜时长。”清美
集团另一个泥城基地也赶在这
波寒潮来临前，使用蔬菜收割
机紧急采收了50吨矮脚青菜放
进冷库，确保后续几日的供应。

作为地产绿叶菜核心基地
之一，清美集团张家桥蔬菜种
植基地于上个月顺利通过2020
年蔬菜“机器换人”示范基地验
收。基地主要种植以鸡毛菜、
茼蒿、米苋等绿叶菜为主，设施
绿叶菜生产机械化水平达到
80%。

日前，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
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导各级地
方农业农村（畜牧兽医、渔业）部门，
进一步加强对生产、进口、经营和使
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饲料和饲
料添加剂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通知》要求，各级地方农业农
村（畜牧兽医、渔业）部门要落实水

产养殖用投入品相关监管职责，压
实责任、严厉整治、常抓不懈。一
是加强对水产养殖用兽药、饲料和
饲料添加剂的生产、进口、经营和
使用等环节管理，水产养殖用投入
品，应当按照兽药、饲料和饲料添
加剂管理的，无论冠以“××剂”的
名称，均应依法取得相应生产许可
证和产品批准文号，方可生产、经

营和使用。二是开展水产养殖用
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相关违法
行为三年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故意
以所谓“非药品”“动保产品”等名
义生产、经营和使用假兽药，逃避
兽药监管的违法行为。三是在全
国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
名单制度，对发现养殖者使用白名
单以外的投入品，依法查处或公布

可能有质量安全风险的警示。
《通知》强调，县级以上地方农

业农村（畜牧兽医、渔业）部门，要
积极为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
产、经营企业以及水产养殖者在相
关方面提供服务，优化审批流程，
加强法律普及和政策宣传，引导其
规范生产、经营和使用。

（据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