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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朱泾国企“下乡”多维助力

“花式卖货”送“鲜活”农产品出村进城
□记者 曹佳慧 通讯员 殷洁如
卸货、搬运、装车……近日，金
山区朱泾镇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大院
内一派忙碌景象。首批来自朱泾镇
多个农场的特色农产品被搬运上同
一辆货车，发车送往位于中山南路
的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以下简称
“中国太保”
）大厦进行试吃售卖。
当天，朱泾镇的五位驻村指导
员齐齐到场，当起了搬运工。长浜
村驻村指导员、中国太保市西支公
司总经理助理张航边搬着甜瓜边高
兴地告诉记者：
“ 一会儿搬完，这些
蔬果就会被马上送往我们集团总
部，那边的内销会已经安排好了，就
等着它们到啦！”据了解，此次“出村
进城”的农产品有大茫村上海珠丰
甜瓜专业合作社的珠丰甜瓜、大茫
村禾希农庄的番茄、温河村上海尚

慧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上师大
19 号大米等多个品种，产销对接签
约价值共计达 46 万元。
国企助力架起销售平台 ，
“彩
虹”成了畅通销路的“传送带”。早
在 4 月中旬，太保产险上海总部共
享中心第一党支部与长浜村党总支
已进行了结对共建签约。签约仪式
上，双方签订了农产品销售合同，金
山小番茄也正式入驻太保彩虹公益
平台。据了解，
“金山小番茄入驻太
保彩虹公益平台”是由中国太保集
团携手上海磐荣商务软件公司共同
打造的精准扶贫品牌项目。通过搭
建电商平台，朱泾的农产品将有机
会面向全太保集团员工、营销队伍
及客户进行推荐，
并销往全国各地。
不断拓宽朱泾农产品的销售渠
道，为各村农产品的种植、销售提供
有效的“定制服务”，还离不开驻村

指导员的主动作为和牵线搭桥。几
年前，长浜村驻村指导员、中国太保
集团安信农保金山支公司副总经理
俞东华经过对市场的考察及种植技
术的研究，带头在村里搞起了“冰淇
淋”红薯种植。在他的带领下，村里
第一批试种的村民收获了“第一桶
金”。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
到种植队伍，更有一些农户逐渐扩
大了种植规模。去年，俞东华期满
离任，同为太保员工的张航顺利接
棒，为了继续打响“冰淇淋”红薯品
牌，除了依托派出单位的资源优势，
他还每月多次“跑腿”上海市农产品
批发市场，努力对接品牌事宜。为
何这么拼？用张航自己的话说，
“我
的肩上承载着村民们的殷殷期盼。
”
“农产品的销售会碰到季节性
难卖、结构性难卖、信息不对称等导
致的各种‘销售难’，而‘数字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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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指定信息发布媒体

乡村振兴需大力发展生态高值功能农业
成为解决好这些难题的有力抓手。
接下来，我们还计划开展各种‘花式
卖货’，用‘直播带货’
‘短视频带货’
等方式将朱泾的优质农产品面向更
多的人群展示，提升品牌知晓率。”

传统的高产低效农业模式已经走到尽

业、有机农业之后的农业新兴的领域，发

头，需逐步树立生态高值功能农业的发展

展生态高值的功能农业也是乡村振兴一条

思路，功能农业是继高产农业、绿色农

重要的途径。

今年 3 月，刚加入驻村指导员队伍
的温河村驻村指导员、区国资委资
产管理中心综合协调科科长马燕燕
对如何带动地区农产品销售也已经
有了自己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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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绿桑叶满枝头 鲜嫩桑果甜到爽
□导读

第十五届震泽旅游文化节开幕式

勾勒“ 千年古镇 田园乡村 丝绸生活
丝绸生活”
”美丽新图景
□通讯员 吴晓青
4 月 30 日上午，
第十五届震泽旅
游文化节开幕式在文昌阁广场举行。
今年的旅游文化节上，一大波
文旅项目的启动，勾勒出“千年古
镇 田园乡村 丝绸生活”美丽新图
景。
“ 震泽甜蜜假日”新季旅游产品
正式发布，第七届桑葚节同步启动，
震泽全域旅游揭开崭新面纱；抖音
电商直播基地正式落户，震泽丝绸
产业迎来了发展新契机；五五购物
节乐购吴江震泽分会场启动、江苏
省工业旅游区授牌……节目精彩不
断，美好环环相扣，给八方来客奉上
了一场文化饕餮盛宴。
全新方式打开震泽甜蜜假日
最美人间春光景，正是出游好
时节。当前，来震泽千年古镇和田
园乡村旅游打卡，已然成为江浙沪

地区市民出游的新潮流。近期，7 位
国内知名自媒体人来到震泽开启甜
蜜假日之旅，以美文、照片、视频占
领今日头条、抖音、微博、马蜂窝、携
程等十几家新媒体平台的重点推荐
位。
你可以漫步在震泽古镇的青石
板路上，走进西坡·震泽民宿，感受
西式的游泳池和柔软的蚕丝被，体
验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魅力；徜徉
太湖雪蚕桑文化园，体验采桑葚、品
桑叶茶、领养蚕宝宝、蚕茧作画、醉
墨扎染、叶脉书签，烧一锅香喷喷的
野火餐；在五亩田民宿的星空玻璃
房体验烛光晚餐，品尝战斧牛排，观
赏田园乡村的黄昏；去苏小花田野
餐吧喝下午茶，感受浪漫田园的一
缕春风……
“震泽甜蜜假日”新季旅游产品
的发布，融合震泽古镇乡村多种业

态，让游客体验最具烟火气的在地
文化、最有温度的丝绸生活和最地
道的江南特色美食。
全新理念精雕细琢“一根丝”
今天的震泽，推动数字技术为
丝绸产业赋能，实现传统渠道与电
商渠道收入占比 3：7，创造年产值超
15 亿元、
“双十一”销售超 7000 万元
的纪录。其中，太湖雪克服疫情影
响 ，完 成 与 网 红 薇 娅 8 分 钟 创 造
1300 万 元 的 神 话 ，全 年 逆 势 增 长
30%。同时，以太湖雪、慈云蚕丝、辑
里丝绸等丝绸企业为创新龙头，带
动本地百余家中小型丝绸企业，按
同质同标实现一体化销售，形成丝
绸产业新生态圈。
此次文旅节上，苏州抖音电商
直播基地正式落户吴江丝绸文化创
意产业园，将进一步发挥长三角地
区丝绸产业链的集聚、带动作用，引

入核心直播资源、平台资源和引流
资源，带动当地物流、生产、就业、旅
游等多领域的快速增长，做大做强
“震泽蚕丝”
“震泽蚕丝被”国家地理
标志。
创新赋能、技术赋能、文旅赋
能，震泽正以一种全新理念，用“一
粒茧”打开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
合”新世界，
“一根丝”精雕细琢丝绸
全景产业链，让古老丝绸在新时代
焕发新活力，将中国丝绸名镇这一
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全新视角实现居民与小镇共成长
“千年古镇、田园乡村、丝绸生
活”，这样的全新视角和独特定位，
让震泽吸引了很多投资者的目光，
也让居民成为小镇发展的建设者、
文明生活的传递者和丝绸文化的带
入者，实现
“居民和小镇共成长”
。
胡毓芳，从乡村教师到企业老

什么是高价值发明专利？服务
商标涉刑的认定标准如何？为什么
要进行作品版权登记？如何办理
呢？……为庆祝第 21 个世界知识
产权日，大力弘扬知识产权文化理
念，近日，
在嘉定区知识产权联席会
议的指导下，围绕“全面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主题，嘉定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
局）联合中共嘉定区委宣传部、杨浦
区人民法院、嘉定区人民检察院、公
安嘉定分局、嘉定海关、嘉定区农业
农村委等六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
次集中学习时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
重要讲话精神，共同举办“4·26”嘉
定知识产权“云直播”活动，着力增
强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
识，积极推进“尊重知识、崇尚创新、
诚信守法”的知识产权文化建设。
近 500 多家企业 1800 多人次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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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式卖货”送
“鲜活”
农产品出村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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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预防
春季蔬菜死苗

漕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论文荣获“科研创新”奖

“ 云直播
云直播”
”在线为企业答疑解惑
线上直播活动。
活动中，七个部门结合自身职
能，介绍了本部门在知识产权行政
保护、司法保护、宣传教育等方面的
工作特色亮点，向企业普及知识产
权基础知识，让其更加全面地了解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共同促进嘉定
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
《第三批嘉定区重点商标保护
名录》对外发布，共有 33 家单位的
商标入选，
主要涉及汽车新能源、文
创科技、医疗器械、智能制造、在线
新经济、食品等领域，
着力加强商标
行政保护。同时，对外发布了一批
《嘉定区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
涉及行刑衔接、商业秘密、涉外商
标、涉疫商品保护等领域，
彰显了公
安、检察院、市场监管等部门紧密配
合、严厉打击侵权行为、高压保护知
识产权的决心。
嘉定区的汽车创新港、中广国
际、菊园新区、安亭国际医疗产业
园、真新、复华高新技术园区等 6 个
商标品牌指导站及知识产权调解工

板成功转身为农文旅融合的新锐人
物，把太湖雪成功打造为“苏州蚕丝
被行业第一股”，成为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三八红旗手、江苏省最美人
物；太湖雪蚕桑园“公司+基地+农
户”模式，带动起本地近 500 人 60 岁
以上的蚕农转变为新农人，培育 95
后新蚕娘成为“直播网红”，形成震
泽独有的“蚕娘经济”新风景；震泽
本土百丽餐饮创始人谭桂芳，将苏
小花田野餐吧、初莲乡邻中心成功
运营成苏州市网红打卡点；上海白
相里民宿创始人张文轩，也将民宿
开到了震泽乡村……
融合“丝韵、古韵、水韵”的震
泽，正在世人的瞩目下阔步在希望
的田野，走出了一条以蚕桑丝绸为
主线，多条农文旅、工商贸相结合的
内生式发展新路。美丽震泽当下有
为，
未来可期。

□点击

嘉定区举办“4·26
26”
”知识产权日宣传活动

□记者 赵一苇
文/摄 通讯员 汤吴佳

乘势而为力促生鲜电商快
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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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姚正观

作室，积极参与远程连线，
以视频或
者语音连线等方式，在知识产权维
权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进口货物海
关保护、检察院知识产权保护、版
权登记和服务、服务商标保护、专利
扶持政策取消、高价值专利、植物新
品种申请流程等方面，提出问题。

七部门分别立足职能，
认真解答，切
实为企业答疑解惑，送上“远程指
导”。
知识产权专家顾问团以线上文
字解答的方式，对企业提出的商标
保护、版权登记、植物新品种申请等
问题，进行当场线上答疑解惑。

日前，
“第八届海峡两岸全科医
学大会暨 2021 中国全科医学学术
周系列活动”在浙江杭州召开。金
山区漕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基于 Delphi 咨询的居家腹膜透析
患者社区延续性护理服务清单开发
研究》论文，
荣获“科研创新”奖。这
在远郊镇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还
属首次。这次涉及海峡两岸的学术
探讨盛会，来自海峡两岸的 1800 多
位全科医学同仁亲临现场，并有 30
多万人次通过互联网收听收看了本
届大会的直播盛况。漕泾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主任王芳表示：
科研论文获
得此殊荣，
其成果主要来源于长期的
临床实践，
和《基于延续性护理理念
的居家腹膜透析患者社区护理服务
内容厘定研究》的科研项目所积累的
成功经验；
以及卫生服务中心推出的
“腹膜透析关爱项目，
为抚摸透析病
人提供档案建立、安全换液操作指
导、心理支持”
等全面的健康管理服
务和关爱服务都有着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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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平

摄/见习记者 杜洋域
五月是桑葚成熟的好季
节，走进位于浦东书院镇黄华

果密密麻麻地排在枝桠上，点

甜爽。此外，这里还有奶油桑

葚园在五一节期间已正式开

缀着这片绿意盎然的桑树园，

葚 ， 白 色 的 “ 外 衣 ”， 尝 起

园，目前票价为 60 元/人 （一

走近细看，颗颗圆润饱满、色

来，有股清香的奶油味。除了

米三以下儿童免费），团购满

泽诱人，等待游客前来采摘。

采摘桑果，这里还将为小朋友

30 人，即可享受 40 元/人的优

除了本地桑葚，黄华桑葚

提供“养蚕体验”，还能现场

惠价格。在桑叶最美桑葚最甜

村委会前那片 40 多亩桑葚采

园还引进了台湾的长果桑葚，

品尝桑葚蛋挞、桑叶茶、桑葚

的季节，邀上几位好友，来临

摘园，放眼望去，翠绿的桑叶

这种桑葚因其身材纤长而得

果酱等。

港书院一起感受沪郊初夏的味

挂满枝头，一颗颗鲜红的桑葚

名，长约 7-8 厘米，口感鲜嫩

据了解，今年书院黄华桑

道吧。

国家粮食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对话会在京召开
日前，由农业农村部主办、中
国农业科学院承办的“国家粮食安
全与可持续发展对话会”在北京召
开。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出
席会议并讲话。中国农科院院长
唐华俊、2021 年世界粮食峰会特使
艾格尼丝·卡里巴塔参会。
会议指出，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
来，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粮
食安全道路，粮食产能持续增强，

可持续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居民健
康营养状况明显改善，脱贫攻坚取
得全面胜利，为国际社会提供了良
好实践的成功案例。
会议表示，
“ 十四五”时期，中
国将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做
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强化“辅
之以利、辅之以义”的政策保障，确
保粮食产量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
上，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农业绿色
可持续发展向纵深拓展。中国还
将加大农业开放合作，与各国分享
发展机遇，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
治理，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
会议强调，粮食安全是世界和
平与发展的民生保障，是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国际
社会要守望相助、务实行动，携
手应对挑战，以峰会为契机，共

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强化粮食
系统的包容性和韧性，维护供应
链安全稳定，推动粮食减损，开创
全球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新局面。
会上，参会各方围绕“推动可
持续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
一主题，深入探讨中国粮食安全和
农业可持续发展路径。
（据《中国农网》
）

奶牛增加脂肪
有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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