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树良

基地产出的尾菜、秸秆、藤蔓、
果树枝条进行粉碎，清美鲜食门店
产生的腐烂菜叶、变质鱼虾、动物
内脏进行回收，再混合生产线上产
生的豆渣，预处理后进行堆肥发
酵，最终加工成为有机肥。这是开
展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基地创建以
来，清美集团张家桥蔬菜基地优化
后的绿色肥料“新配方”。

作为全市首批创建单位，清美
集团专门成立了创建工作领导小
组，按需确保人员配备和设施设
备，基地种植生产和管理全面配
合，形成了一个独特完整的生态循
环产业链，为推动基地产品优质
化、绿色化增加了科技力量。

从清洁生产到清洁基地
走进浦东新区宣桥镇张家桥

村，可以发现，现代化成为这个占
地540亩的清美蔬菜种植基地的最
醒目特征——229个单体棚，9栋连
栋温室整齐排列；连栋温室配备天
窗、遮阳网、湿帘风机等设备，可满
足蔬菜专业化生产要求；配备雨水
收集系统可以收集温室顶部汇集
的雨水，对雨水进行过滤后，可满
足基地高品质蔬菜用水需求。

基地还配备气象数据收集设
备、土壤温湿度传感器等，可以远
程监控土壤温湿度、空气温湿度、
光照强度、风速等数据，并积极探
索蔬菜生产信息化建设，以实现对
蔬菜生产的智能调控，为蔬菜生长
提供最适宜的生长环境。

更引起记者关注的是这里的
蔬菜生产全程机械化设备，作为绿

叶菜生产“机器换人”示范基地，除
了三铧犁、深耕机、捡石机、旋耕
机、起垄机、播种机等常见机械，绿
叶菜收割机也在这个基地生产中
得到了应用，实现蔬菜生产机械
化、省力化。

据清美农业科技公司总经理、
清美张家桥基地生态循环农业示
范基地创建工作负责人李立介绍，
鸡毛菜1亩地通常需要5-6人采收
一整天，而有了机械作业，同样的
采收量，一小时即可完成，机械化
又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也有
效避免了人工多次抓握，减少了蔬
菜的二次污染，进一步提高产品品
质的可控性。

基地采用了植保人员专业化
的方式，坚持病虫测报，总结病虫
害发生规律，坚持“预防为主、综合
防治”的植保方针，以生态调控、农
业措施及物理防治为主要手段，实
行绿色防控，同时减少蔬菜基地农
药使用量，充分利用好本地天敌资
源进行自然及人工控制。

记者在基地看到，这里按照生
产需要配备了杀虫灯、黄板、性诱
捕器、防虫网等绿色防控设施，“四
诱一网”为主的绿色防控技术得到
示范推广和应用。同时配备了水
肥一体化设备，可以对基地进行统
一施肥，提高肥料利用率。据基地
工作人员测算，2020年实现农药使
用减少24%以上，化肥使用量亩均
下降了21%。

立足土壤改良的生态追求
农业生产环境质量，尤其是耕

地质量，是确保产品优质、产量稳
定的重要内容。清美张家桥基地

在示范创建过程中，将耕地质量作
为重要追求，开展了一系列立足于
土壤改良的资源循环利用实践。

长期或过频施用化学肥料不
但可能造成环境污染，而且可能造
成土壤板结，起不到增产的效果。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清美集团张家
桥基地在以往探索生态循环的基
础上，在示范创建过程中，不断改
良技术手段，摸索出了一套全新的
绿色肥料“配方”，让基地的土地，

“吃”上了定制肥。
豆制品一直是清美集团产业

链上的重要产品，在生产中也会产
生大量的豆渣，在张家桥基地的绿
色肥料配方中，豆渣是重要的组成
成分。此外，基地产出的尾菜、秸
秆、藤蔓、果树枝条进行粉碎，清美
鲜食门店产生的腐烂菜叶、变质鱼
虾、动物内脏进行回收，再混合豆
渣预处理后进行堆肥发酵，最终加
工成为有机肥，不但能够满足作物
生长需要的养分，还有效防止了土
壤板结。

清美土壤改良的另一个法宝
是蚯蚓肥和微生物菌肥的应用。

基地在分批休耕改良土壤期
间，严格按照市农业技术部门推荐
的简易式养殖蚯蚓操作，利用蚯蚓
的松土特性和富含高营养的蚯便，
为土壤增加营养。同时，针对不同
土壤质量问题选择微生物菌肥、土
壤改良剂，辅以土壤深翻、高温闷
棚灌水洗盐等技术进行土壤保育
和改良。

通过设施菜田蚯蚓养殖改良
土壤技术，采用蔬菜、蚯蚓高效种
养结合技术，改善了设施菜田的土

壤结构，有效解决了土壤次生盐渍
化和土传病害的发生。

据统计，通过上述措施，基地
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提高5%以上，
使蔬菜基地土质有效、绿色、安全
的长期种植，蚯便以及畜禽粪还田
利用率达100%。

绿色产品提升经营效益
在清美基地可以发现，这里的

生产过程都制定了严格的管理措
施，每一项生产操作的实施都有详
细的记录，每个棚都有专人负责，
施肥统一配制，灌水、排水统一调
度。

为使蔬菜质量可追溯，基地内
所有的生产用种、用肥、用药及采
收都有完整详细的档案记录，并制
定了严格的田间档案管理制度，且
上传至“上海蔬菜质量安全追溯平
台”，从标准园创建至今已上传追
溯信息8万多条，做到生产的全程
控制。

绿色的生产环境、详细的管理

制度、严格的操作规范，让基地产
出了优质的蔬菜产品。2019年，基
地获得了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颁发的绿色食品证书，同时被评为
浦东新区优质农产品放心基地，被
授予农产品质量安全A级单位。

基地所有的蔬菜都通过统一
包装标识、统一售价，实现品牌化
销售，进入清美覆盖全市的近500
家门店进行销售。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进入的是
清美集团自有门店，但产品仍要经
过严格的质量管理流程——蔬菜
采摘前均需进行农药残留、酶液保
温反应等质量安全检测，检测合格
后批准上市。

据测算，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创
建项目完成，不仅有效地提升了蔬
菜的品质，改善了土壤条件，还提
升了蔬菜的产量，在保障生态环境
效益的同时可以产生更多的综合
经济效益，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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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大力推动长江野生江鲜禁售禁食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以长江保护法实施为主题，举行了
专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长
江办主任马毅指出，要始终保持对
非法捕捞的高压严打态势，大力推
动长江野生江鲜禁售禁食，加快补
齐长江渔政执法能力短板。

“实施长江‘十年禁渔’，是‘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的历
史性、标志性工程，对于保护生物
多样性、修复水域生态功能、保障
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大意义。”马
毅指出，经过集中攻坚，禁捕退捕
工作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农业
农村部将积极会同有关部门，持续

跟踪退捕渔民就业帮扶和安置保
障政策落实，确保渔民退得出、稳
得住、能致富。同时，以《长江保护
法》贯彻实施为契机，进一步健全
长效机制，完善政策措施，以“钉钉
子”精神狠抓贯彻落实，坚决打赢
长江“十年禁渔”持久战。

马毅表示，始终保持非法捕捞
高压严打态势。深入开展专项整
治，重点打击惩治有组织、成规模、
链条化非法捕捞犯罪团伙。结合
河湖长制责任落实，健全完善网格
化执法管理体系，落实举报监督制
度，加强长江口、鄱阳湖、洞庭湖等
重点水域巡查执法，确保“四清四

无”常态化、可持续。加强禁捕水域
周边区域管理，压实乡镇船舶属地
管理职责，严禁“三无”船舶从事涉
渔活动，整治取缔非法制售、使用
禁用渔具等行为，规范管理天然水
域休闲垂钓，消除非法捕捞隐患。

大力推动长江野生江鲜禁售
禁食。健全水产品合法来源凭证
制度，落实水产品加工、经营环节
进货查验要求，严禁采购、加工、销
售非法捕捞渔获物。聚焦水产品
交易市场、餐饮场所、电商平台等
市场主体，严厉打击以长江野生
鱼、长江江鲜等为噱头的营销活
动，着力营造“水上不捕、市场不卖、

餐馆不做、群众不吃”的良好氛围。
加快补齐长江渔政执法能力短

板。建设长江渔政执法监管指挥调
度系统平台，实施“亮江工程”，通过
视频、雷达等信息化监控手段，实
现重点禁捕水域技防全覆盖。建
强部省共建共管渔政基地和长江
渔政特编船队，强化跨部门、跨区
域的执法协作机制。推动各地加
强渔政执法队伍和装备条件建设，
推动“一江两湖七河”重点县市达
到渔政执法“六有”目标，引导执法
力量向基层一线倾斜，推动日常执
法监管能力与长江“十年禁渔”要
求相适应。（据《中国食品安全报》）

顾村公园晚樱进入盛花期

满园春色关不住 赏花游乐正当时

□记者 施勰赟

清明小长假气温适宜，三天中
两天晴好，顾村公园又一次迎来较

大客流，三天共迎来游客逾22万人
次，其中4日游客超过10万人次。

记者在现场看到，此前接天蔽
日的“染井吉野”中樱品种虽将开

尽，随之而来的晚樱品种正接近盛
放期，有关山、兰兰、郁金、松月、红
华、市原虎之尾、普贤象等多个品
种，不同于早樱、中樱多为单瓣花
形，晚樱以重瓣花为主，花形硕大，
颜色丰富，更具观赏性。白色、粉
色、紫色、黄色、绿色，缤纷的花团在
枝头绽放，引来游客赞叹。此外，园
内郁金香、油菜花、海棠花也竞相争
艳，满园春色让人流连忘返。

春景固然美丽，园内丰富的游
乐设施也为亲子游增添更多欢乐。
三号门附近的东方鸟会每天有多场
鸟类表演；二号门附近的儿童乐园
中硕大的摩天轮，因能够带给游客
从上俯瞰公园樱花林的特别赏樱角
度，在假日里排起了小长队；想要远
离人群的游客，还可以选择湖中徜
徉，在三号门附近的悦林湖上，皮划
艇能给大家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全
身运动，而担心手划桨太劳累的游
客可以在一二号门附近选择电动船

……
此外，园内的文旅活动也丰富

多彩，给游客踏青带来更多乐趣。
4 月 3 日，“樱花陌上红”2021

上海樱花节系列文旅活动——“樱
香雅韵”传统文化导赏樱花节专场
演出下午在顾村公园森林剧场上
演。由上海评弹团的青年演员们带
来的评弹导赏精彩纷呈，抑扬顿挫
间把江南水乡的清韵渗入到弹词丝
弦音韵的骨髓里，现场观众听得如
痴如醉。

4月4日，“樱花陌上红”系列文
旅活动之相声导赏专场在顾村公园
森林剧场举行，为现场观众带来了
一场集欢愉乐趣与深蕴意味为一体
的相声表演。整场活动由沪上人气
颇高的田耘社献演，通过对口快板
《花唱绕口令》、对口相声《诗话上
海》等趣味互动节目，让在场的观众
朋友们实实在在感受了一番曲艺艺
术的魅力与精髓。

4月5日，在暖暖的春日午后，
顾村公园森林剧场传来小朋友的欢
呼声和笑声，由中福会儿童艺术剧
院带来亲子互动童话剧《爱吃糖果
的大老虎》，舞台上扮相可爱的动物
造型，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地感受童
话世界。

此后，本周六（4月10日）下午，
宝山区文化馆将呈现文化艺术导
赏。本周日（4月11日）下午，上海
木偶剧团也将来到森林剧场，给小
朋友带来木偶剧《阿里巴巴与四十
大盗》，这也是本届樱花节系列文旅
活动的最后一场演出。

与此同时，赏樱选魁活动正在
如火如荼地开展中，园方以梦熊桥
为中心，在其周围挑选了五棵不同
品种的樱花树：染井吉野、米国、
普贤象、郁金、兰兰，目前普贤
象、郁金、兰兰正值盛花期，市民
可以现场观赏后选出心中的最美樱
花王。

浦东清美生态循环产业链推动产品优化浦东清美生态循环产业链推动产品优化

念好生态循环经 环境效益双提升念好生态循环经 环境效益双提升

作为全市首批创建单位，清美集团形成了一个独特完整的生态循环产业链，为推动

基地产品优质化、绿色化增加了科技力量。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创建项目完成，不仅有效

地提升了蔬菜的品质，改善了土壤条件，还提升了蔬菜的产量，在保障生态环境效益的同

时可以产生更多的综合经济效益，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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