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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优枇杷大若鸡蛋 10元一颗促农增收

汇聚更强大力量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导读

四张“特色牌”绘就金山
百家村乡村振兴新画卷

乡村休闲旅游业
迎来加强版金融支持

4版·新农村>>>

>>> 5版·参考

在崇明长江口水域，刘

焕鑫一行参与了中华鲟和胭

脂鱼的放流活动。温室大棚

里，翠绿的水果黄瓜挂满藤

蔓，工人正将成熟的黄瓜摘

下，刘焕鑫一行现场察看了

水果黄瓜、小番茄的生长情

况和种植模式……

>>>>>>详见详见22版版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刘焕鑫赴崇

考察调研世界级生态岛现代农业发展情况

>>> 3版·言论

□记者 施勰赟 摄文

小院栽一棵枇杷树，初夏树

梢挂满果实。踮起脚尖，摘下一

颗，轻轻剥开桔红色的果皮，小

心翼翼地咬上一口，浓郁的果香

在唇齿回荡，酸中带甜很是爽

口。这是很多上海本地人童年

的美好记忆。

枇杷作为上海市民喜爱的

夏季水果，长期以来有很好的消

费市场，每到枇杷上市季节，很

多市民还会驱车去苏州东山购

买当地有名的白沙枇杷解馋。

如今，在上海崇明生态岛上，一

个名为“火炬”的枇杷引人注目，

精品大果礼盒市场价每颗可卖

到10元左右。这个由上海市农

业科学院林果所特色水果课题

组专家团队选育的枇杷新品种，

因果形大、果肉厚、口感好、耐储

运，很受市场欢迎，一经上市便

销售一空。

抗寒性强，受冻后没有减产

在崇明区绿华镇农贸总公

司的枇杷基地内，记者看到，基

地的火炬枇杷正值挂果期。为

了保证枇杷品质，基地精品果区

域对枇杷实行严格的疏果管理，

单棵树的挂果率控制在 66%左

右，一根果穗只保留两颗果实，

即便如此，一眼望去，一颗颗大

若鸡蛋的枇杷仍把树梢挂得满

满当当。

“‘火炬’是十分优秀的枇杷

品种，果型大，平均单果重量可

达50克，最大果重93克，是普通

枇杷的两到三倍。果肉厚，汁水

多，风味浓郁，消费者试吃了以

后基本都会回购。而最让我们

种植户心动的是，在市农科院专

家团队的帮助下，这个品种的种

植难度也不高，从花期到果期不

需要打药，且抗寒性很强，我们

基地的枇杷树经历了两年极端

天气，枇杷产量丝毫没有受影

响。”说到“火炬”，绿华镇农贸总

公司负责人顾超满是夸赞，他告

诉记者，基地自2013年开始尝

试种植“火炬”枇杷，最初只试验

种植了一亩地，在经历了严寒无

损，尝到了果肉甜美后，果断大

面积扩种至 20 多亩。顾超回

忆，2016年是第一批果树挂果

关键年，年初的1月下旬却遇到

了连续两天零下10度的低温天

气，大家都以为枇杷产量会受影

响，没想到当年夏天枇杷正常结

果，之后连年丰产。“今年冬季也

遇到了零下9度的低温，听说全

国枇杷受冻后普遍减产，但我们

果园的火炬枇杷完全没有受到

影响。”

（下转2版）

上海农商银行推出首款
线上融资产品“鑫农乐贷”

>>> 6版·动态

韩国致力推动农业
“第六产业化”

>>> 8版·国际

四张“特色牌”绘就百家村乡村振兴新画卷

□记者 欧阳蕾昵

走进恒健公司的养猪场，这
里，每栋猪舍均安装了全覆盖式的
喷雾消毒系统。地暖系统和天棚
冷辐射系统能自动控制室内温度，
一套自主设计的料线系统可定时、
定量、全自动化完成饲喂工作。与
普通养猪场相比，这样的猪舍可以
算是“星级酒店”了。

坚持生态养殖理念
“畜牧养殖业最害怕的就是动

物疫病，我们拥有一整套自主研发
的动物传疫病防控技术。”2015年
恒健公司正式投产，打造的生态养
猪场以全新的防疫理念突破养猪
业环保瓶颈，实现科学养殖、健康
养殖、低碳养殖。

据介绍，恒健的生态养猪模式
拥有多项原创专利技术，其中粪尿
即时分离技术，能降低污水COD90%
以上，有效破解养猪污水环保难
题；精细化饮水控制技术，不仅节

水，还能避免动物疫病的介水传
播；全覆盖式喷雾消毒防疫技术将
消毒防疫效率提高了近百倍；有机
肥的静态好氧发酵技术，让农作物
的秸秆返回到牧场，与猪场粪便混
合发酵，制造有机肥，按规定的程
序和数量还于农田中。

农业发展绝对不能以破坏环
境为代价。恒健公司正是按照这
个思路，始终把生态养殖理念放在
首位。2016年，恒健公司荣获崇明
区首批“博士农场”称号，2018年被
列为农业农村部农业科技示范基
地，2019年列为农业产业化上海市
重点龙头企业。

种养紧密结合
恒健公司与上海北湖现代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万亩有机大米
基地紧密种养结合，是农业生态循
环的基础条件。2020年2月10日，
上海恒健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生态
循环农业示范基地创建工作正式
启动，通过种养紧密结合和生态猪

产业链核心技术的创新与集成，实
现基于生态循环的种养基地大农
业作业模式，让农田持久生态，让
生态环境持久和谐共生，旨在向社
会提供高品质猪肉和有机两无化
大米。

记者了解到，万亩有机大米基
地主要作物为水稻，采取有机水稻
种植模式，实现了水稻种植收割机
械化率100%、绿肥利用率100%、有
机肥利用率100%、水稻绿色认证率
100%、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覆
盖率100%的目标。此外，基地使用
的农药由区里统一配送，农药包装
废弃物由区里统一回收，回收率达
到100%。目前，恒健公司畜禽粪污
已全部还田，资源化利用率100%；
养殖尾水全部经过厌氧处理系统，
发酵成沼液，经过智能化沼液还田
系统全部还田，达标率为100%；北
湖基础的水稻秸秆全部机械打捆
回收，资源化利用率为100%。

据介绍，恒健公司年产液体有
机肥（沼液）约50000方，固体有机

肥10000吨，通过铺设的专门地埋
管道，让沼液可以输送到基地的每
一田块，并自动按比例施肥，用有
机肥替代化肥和农药，提高水稻产
量，改良土壤，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此外，有机大米基地的秸秆废弃物
可以作为生产有机肥辅料和绿色
饲料的原料；而养殖场的粪污通过
科学处理，发酵成优质的有机肥还
田，实现污染零排放。

养猪场周边是北湖现代有机
农业示范基地，去年，施了有机肥
的北湖水稻长势喜人、品质上乘。
用现代技术打造循环示范基地，实
现了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记者
获悉，恒健公司生猪养殖全过程的
信息已全部登记于上海市产地报
检系统，生猪质量安全追溯系统覆
盖率为100%，生猪销售采用恒健和
猪福侬两大品牌，品牌化率100%。

种养结合种养结合，，打造水稻田里的生态猪场打造水稻田里的生态猪场

农田持久生态农田持久生态 高品质猪肉大米走上市民餐桌高品质猪肉大米走上市民餐桌

印象中的传统猪场不仅环境脏乱差，百米内就能闻到异味，让人难以靠近。而位

于崇明新河镇的上海恒健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基地（以下简称恒健公

司）却有些特别：这里既有万亩水稻田，又有生态猪场，猪舍内部环境整洁，没有刺鼻气

味。猪场里共饲养3000头生产母猪，年上市优质肉猪6万头，年产新型微生物发酵饲

料20000吨，年产生物有机肥10000吨。通过畜牧学、能源转化学等多学科新技术，建

立了一套“种养结合”新型养殖模式。

□记者 曹佳慧 通讯员 杨丽

微风拂面，鸟语花香。近日，金
山区张堰镇百家村迎来了一批特殊
的“游客”。他们时而漫步在高桥路
的亲水步道，欣赏玉兰湖边白鹭展
翅高飞的优美身姿;时而驻足在美
丽示范埭前，感受人居环境整治前
后的“颜值”变化；时而走进百年酱
菜厂，回忆小时候停留在嘴边的那
股“鲜脆爽口”……

他们是百家村乡村振兴项目的
考察者，其中有专注于生态绿色发
展的蒙草集团和精通花卉种植领域
的市林业总站代表，还有来自上海
交通大学和东华大学的设计师等
等。他们来到百家村，或探讨优化

合作模式，或传授花卉种植专业知
识，或交流“闻万泰”非遗酱菜品牌
文创设计……他们都被百家村独有
的生态风貌所吸引，乐意为乡村振
兴美丽画卷添上一笔浓墨重彩。

千亩生态林支撑
乡村振兴打出生态“特色牌”
走进百家村，映入眼帘的是平

整开阔的道路、清新的空气、郁郁葱
葱的树木……百家村位于张堰镇东
北部，拥有金山区最为完善的生态
片林，占地3800多亩，种有水杉、玉
兰、桂花、杨树、香樟等多个树种。
村内水系丰富，玉兰湖、蝴蝶湾、村
西渔塘、大大小小的河道溪流遍布
其间，林水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
76%。

优美的生态环境让人仿佛置身
一个“天然氧吧”，因而百家村现在
有了一个新的称呼——“湾区绿
芯”。“湾区”指的是“上海湾区”，即
金山区正在打造的城市品牌，而“绿
芯”意为生态优美、环境宜人，是百
家村对自身资源优势的界定。百家
村村民王阿姨晚饭过后经常在高桥
路上散会儿步，她告诉记者：“我们
这个村最大的好处就是生态环境
好，特别是生态林这边，你呼吸下这
空气，多清新呀，你再看前面的玉兰
湖，生态也很好，经常能看到白鹭
呢。”

依托独有的林水自然资源禀
赋，围绕“湾区绿芯”定位，百家村跳
过创建“美丽乡村”环节，直接创建

“乡村振兴示范村”。乡村振兴的总
要求之一是生态宜居，只有生态环
境得到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才会
得到保障。两年前的百家村里，林
地非法种植、宅前屋后私搭乱建、河
边房屋垃圾乱堆等现象时有发生，
这导致百家村的创建工作异常艰
巨。“刚到百家村的时候，基础条件
差，但创建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我
经常急得睡不好觉。”回忆初到百家
村时的情景，百家村第一书记郭小
成十分感慨。

在村党总支的带领下，一年多
来，百家村强力推进环境综合整治，
拆除违章建筑，新建道路管网、居民
生活设施，村民居住环境得到极大
改善。有了整洁有序的环境，2020
年4月，百家村成功入选上海市第

三批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计划。在
此基础上，百家村持续提升核心区
域风貌水平，通过统一房屋装修风
格，在高桥7组、8组、12组创建以植
物命名的水杉埭、香樟埭、桂花埭，
为村民精心打造“家门口的植物
园”。

村民自主性选择
乡村振兴打出治理“特色牌”
为进一步提升村民生活品质，

百家村积极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
工作，安置“平移”农户32户，打造

“竹林中的村舍”。在推进过程中，
百家村党总支充分尊重村民意愿，
保障村民利益，将房屋施工队的选
择权交至村民手中。不仅如此，百
家村党总支还汇集32户村民，由他
们推荐出五名监督小组成员，对施
工质量和施工安全进行监督。村老
书记赵吉林作为监督小组组长，带
领监督小组成员一周去施工现场
4-5次，监督房子施工全过程，“作
为监督小组长，又是一名老党员，群
众信任我，选我做监督员，我就有义
务把群众的事办好。”

百年酱菜厂赋能
乡村振兴打出产业“特色牌”
环境变美了，管理更加民主了，

可是距离产业发展、乡风文明的要
求还有差距。好在百家村有一定的
产业基础和文化资源。村西部的酱
菜厂是一家百年老字号，也是上海
最后一家纯手工酱菜厂。其生产的

“闻万泰”酱菜已有170多年历史，
既具有传统风味，同时又绿色环保，

适合现代人口味。“闻万泰”酱菜一
经推出，便得到消费者的欢迎，不仅
进驻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以及上海
全国土特产食品商场，还从2010年
开始参加国际农展会。酱菜原料大
都来自张堰本土的思瑶蔬菜基地，
工人也大都是百家村高桥组村民，
这直接带动了本地农村经济发展。
在村委会和镇农技站的积极推动
下，“闻万泰”酱菜不久前在“森活百
家”视频号中得到线上推介。“搭上
乡村振兴直播带货这趟快车，我相
信我们的酱菜厂会越做越大，越做
越好。”酱菜厂总经理朱建平自信地
说道。

酱菜文化馆兴起
乡村振兴打出文化“特色牌”
酱菜作为传统的地方口味食

品，不仅给百家村带来了可观的经
济效益，还承载着百家村的精神文
化内涵——留住乡愁记忆，传承乡
村文化。目前，百家村已将酱菜厂
外面的荒地改造成酱菜文化公园。
原本荒地上放置着厂里用的原料
缸，一到夏天蚊虫肆虐，臭气熏天，
周边的村民只能掩鼻匆匆经过。改
造完成后，既解决了环境问题，又为
村民休闲娱乐提供了一个好去处。
与此同时，紧邻酱菜文化公园的酱
菜文化展示馆正在加紧建设中。建
成后，该馆将详细介绍闻万泰酱菜
制作工艺、演变历程，展示各种不同
口味的酱菜成品，打造为一个亲子
互动体验区，让前来参观的游客近
距离感受张堰独特的乡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