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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黄技术”助力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

打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
的“最后一公里”

□导读

地产优质早熟梨
庄行集中展示打擂台

网络安全宣传为
数字乡村建设保驾护航

4版·新农村>>>

>>> 6版·动态

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

接，农业农村部提出大力发展多元化、

多层次、多类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力

争经过5年至10年努力，基本形成组织

结构合理、服务行为规范、全产业链覆

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详见详见22版版

农业社会化服务，迎来良好发展机遇

>>> 3版·言论

德国乡村振兴实现
生态与现代化和谐发展

>>> 8版·国际

上海地产优质早熟梨在庄行集中展示打擂台

一枚优质的梨要具备哪些优点？

□记者 施勰赟

上海消费者喜欢吃当季水果，
消暑、润肺的蜜梨作为夏日上市的
热门水果之一，其口感、品质也一直
受到市民关注。为促进梨新品种新

技术交流，推进梨产业高质量发展，
加大品牌建设，7月18日，“潘垫蜜
梨产业振兴杯”上海优质早熟梨邀
请擂台大赛在奉贤区庄行镇潘垫村
举办，对地产优质梨进行集中展示
与品鉴。

此次活动由上海园艺学会主
办，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奉贤区农技
推广中心协办，奉贤区庄行镇潘垫
村、上海常奉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承
办。主办方从生产规模、基地环境、
梨树长势、田间管理水平等多个方
面挑选了沪郊部分从事早熟梨生产
经营的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
企业及品牌联合体参赛，要求每个参
评单位最多可报送2个自产品种。

当天上午，18家生产单位带着
各自精选的梨样本来到评选现场，
由工作人员对参赛梨进行随机编
号。经过初步筛选，共有28个梨样
本进入到打擂环节。工作人员依次对
28个梨样本就果实单果重、可溶性
固形物两项品质指标进行仪器测
定，打分。之后，28个梨样本被依次切
片展示，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就果型、
果色、肉质、风味等指标试吃打分。
同时，邀请市民、村民代表共同品尝。

从评分表可以看出，想要成为
一枚高分梨，外表和内在缺一不
可。这就对梨的品种、基地栽培管

理水平都有相应的要求。比如：外
观来看，同一个种植基地提供的30
个以上样品梨大小应该相近，不得
有过大的差异；果型要端正，一般要
具备该品种固有的形状，如近圆形
或扁圆形；果色鲜艳，成熟度也要符
合采摘要求；而口感则要求果肉脆
嫩、多汁，甜酸适口，糖度达标。

经过专家与市民、村民代表共
同品鉴评分后，最终，上海苗荟农产
品专业合作社参选的“沪晶梨 18
号”、上海康然农业专业合作社参选
的“早生新水”获得特等奖；上海常
奉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上海潘庄蜜
梨种植专业合作社、上海仓桥水晶
梨专业合作社、庄行镇存古村雪梅
梨园选送的“早生新水”获得金奖；
上海仓桥水晶梨发展有限公司、上
海苗荟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上海善
晨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上海群平
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早生新水，
上海康然农业专业合作社、上海常
奉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沪晶梨18
号”获得优秀奖。其中，“沪晶梨18

号”为新品种早熟梨，具有上市早、
口感好、种植难度低等优点。

在现场可以看到，参选的蜜梨
品种除“沪晶梨18号”“早生新水”
外，还有“翠冠梨”“翠玉”“苏翠 1
号”等，但因为成熟时间的差异，目
前仅“沪晶梨18号”“早生新水”处
在成熟期，甜度最佳，所以此次获奖
的均为这两个品种。

据介绍，此次活动举办地潘垫
村是上海市最早规模种植蜜梨的示
范村，目前种有蜜梨1600多亩，约
占奉贤区梨种植面积的1/4，是本市
优质蜜梨生产的重要基地。“庄行蜜
梨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我们
村的支柱产业。”潘垫村书记陈雷
说，近年来，市农科院林果所的专家
以科技支撑为引领，帮助潘垫村不
断引入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对
潘垫村部分梨园进行改造提升，建
设智能化、机械化、标准化的绿色生
态示范基地，以蜜梨协会提升组织
力，示范带动庄行蜜梨产业提升，提
高品牌影响力，促进村民增收。

全国全国““万企兴万村万企兴万村””行动启动行动启动 聚焦乡村振兴聚焦乡村振兴

□点击
品牌南汇水蜜桃进入最佳品尝期品牌南汇水蜜桃进入最佳品尝期

皮薄如纸皮薄如纸、、软甜芬芳软甜芬芳，，咬一口桃汁四溢咬一口桃汁四溢

□通讯员 周玉林 记者 赵一苇

“侬好！”“侬叫啥？”……日前，
“学沪语·讲故事”2021年嘉定区青
少年沪语暑期班在嘉定区文化馆开
班，中国故事大王、区级非遗项目

“黄渡沪书”传承人黄震良亲自授
课，吸引了不少萌娃前来参与。

刚走进课堂，就传来阵阵稚嫩
可爱的沪语声。近50位小学员在老
师的带领下，一字一句跟读。“上海
话好嗲呀，我想做个嗲妹妹……”新
上海人汪静嘉是头一回学沪语，虽
然要学好比较困难，但这吴侬软语
已经深深“勾”住了她的心，“很好
听，而且学会了，可以帮助我更好地
融入上海。”“沪语是上海的文化名

片，我觉得让孩子从小学好沪语很
有必要。而且这个课程还是公益
的，特别好。”家长梁女士说。

据了解，该沪语班开班时间为7
月至8月每周两个半天，培训内容涵
盖问候语、动植物、美食、交通出行
及上海历史地理知识等，贴近日常
生活。课程结束后还将举行汇报演
出。主办方表示，对于比较有天赋、
或是非常热爱沪语的小学员，后续
将推荐到曲艺班，接受更深层次的
学习。“曲艺班里面有沪语故事、上
海说唱、评弹、快板等等，形式不局
限于方言，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播
和传承。”嘉定区非遗保护中心办公
室副主任奚佳介绍。

暑假期间，除了沪语，嘉定区文

化馆还开设了创意儿童画、亲子书
法、小提琴启蒙体验等多种公益课
程。通常此类课程在“文化嘉定云”
平台一经上线，不到几秒就被一抢
而空，“这几年来都是这样，特别
火。”嘉定区文化馆培训部主任张
志岐表示。记者注意到，公益课程
以启蒙、基础班为主，没有任何门
槛，许多文化类的普及课都是由专
家或是非遗传承人授课，“让人非常
动心！”家长陆女士说。

早在2016年，嘉定区文化馆就
开始为区内青少年开展公益培训课
程。5年来，通过不断地排摸、调研，
优化、增加课程内容，截至目前，已
累计授课 6000 多课时，约有 75000
人次参与。

嘉定暑期青少年公益培训受热捧嘉定暑期青少年公益培训受热捧

弘扬本土文化弘扬本土文化 跟非遗传承人学说上海话跟非遗传承人学说上海话

□通讯员 陈志强 文/摄

上周六，家住黄浦区的张先生
等市民，结伴从市区驾车来到浦东
新区大团镇团西村团农农家乐专业
合作社的桃子生产基地，走进桃园，
一阵沁人心脾的桃香扑鼻而来。团
农合作社负责人程云热情地指导市
民采摘水蜜桃。品尝着甜蜜芬芳的
水蜜桃，张先生说：“我们每年都来
这里买水蜜桃，因为这里的桃农纯
朴，桃子质量好，已经是十多年的老
客户了。”

“现在已是水蜜桃最佳品尝
期。”程云介绍，由于开花期遇暗霜、
多雨等因素，坐果率低，今年水蜜桃
产量较往年减少近一半；但由于积
温充足，水蜜桃在外观、色泽、品质
方面均优于往年。这几天，他每天
清早5点出门，到基地采摘和收购新
鲜的水蜜桃，大团蜜露、新凤蜜露、
湖景蜜露等当家品种均已成熟上
市，最佳品尝期已到，由于减产，出

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
“你可以扫一下包装箱上的二

维码，生产情况的信息都有的。”在
团农合作社桃子销售点，市民李阿
姨用手机扫了一下桃子包装盒上的
二维码，上海市农产品信息追溯平
台（浦东新区地产农产品安全信息
追溯）立即显示出了团农合作社的
产地地址、生产规模、质量管理、施
肥用药、产品介绍、产品检测等情
况。

为提升品质打响品牌，在浦东
新区农协会专家的指导下，团农合
作社参加了南汇水蜜桃品牌合作联
社，实施标准化生产与管理，采取

“六个统一”：统一技术、统一标准、
统一质量、统一商标、统一包装标
识、统一零售指导价。基地施的都
是饼肥、粪肥等有机肥，施肥、用药
等生产过程都全程记录……

大团是农业重镇，有1万亩水
蜜桃，团农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加基
地加农户的模式带动农户，开拓销

路，助力桃农增收。六旬桃农李国
新种植了3亩水蜜桃，家里比较困
难，他和老伴都有病，程云帮助他们
销售桃子，并提供有机肥、种植技术
等方面的指导和服务，解决他们的

后顾之忧。
连日来，团农合作社员工忙着

采摘销售，高峰时日销水蜜桃200余
箱。

嘉定严格规范
进口冷链食品存放点

□通讯员 汤吴佳 记者 赵一苇

日前，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组织全区第一存放点冷库企业负责
人、相关市场所和区疾控中心召开
了进口冷链食品第一存放点现场工
作会。参会人员实地查看了两家第
一存放点的进口冷链食品中转查验
流程并开展座谈交流，企业分别介
绍了各自的运营情况和经验做法，
各市场所介绍了监管中发现的问题
和容易忽视的操作细节，嘉定区疾
控中心介绍了消毒及个人防护方面
的最新要求和注意事项。

嘉定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陈登
宇强调，企业要对照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进口冷链食品“第一存放点”工
作指南3.0版，全面落实疫情防控的
各项措施和要求，建立健全核酸检
测、消杀入库、溯源管理、应急预案
等各项制度，落实好从业人员疫苗
接种和核酸检测，确保进口冷链食
品疫情防控工作有序有力开展。

日前，全国“万企兴万村”行
动启动大会在山东省潍坊市召开。
全国工商联、农业农村部、国家乡
村振兴局、中国光彩会、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有关领导
和部门负责人，民营企业家代表，

来自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万企兴万村”行动领导小组成
员单位负责人，山东省、潍坊市有
关领导参加会议。

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是党
中央立足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实际、

着眼民营企业特色优势作出的重要
决策，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组成部
分，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推动力
量，是促进“两个健康”的重要抓
手。会前，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青
州九龙峪项目、亚泰农业科技公

司、中国（青州）花卉苗木交易中
心、寿光市三元朱村、寿光蔬菜小
镇、鲜馥电商小院、寿光蔬菜高科
技示范园等项目。

会上，十位民营企业家联名向
全国民营企业发出了《让我们积极

投身到“万企兴万村”行动中来》
的倡议，潍坊市、四川省工商联、
农发行海南省分行、农业银行山东
省分行、村支部书记代表、民营企
业家代表分别作了交流发言。

（来源：光明网）

□记者 施勰赟

摄/见习记者 杜洋域

湖北省宜昌市远安县生态

环境优良，林木茂盛，有着丰富

的野生桑黄资源，已相继在桑

树、黄栌、槭树、紫荆、黄连木、忍

冬树上发现野生桑黄；同时，远

安县是嫘祖故里，有着悠久的种

桑养蚕历史，具备了发展桑黄产

业的文化、生态、资源条件。为

推进当地桑黄产业的发展，远安

县政府向具备雄厚研究实力的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

所寻求技术支持。

7月16日，上海农科院食

用菌所张劲松所长一行应邀参

加了远安县政府举办的桑黄产

业发展推进会，并与远安县人民

政府签订了嫘祖桑黄产业发展

战略合作协议，同时双方联合在

当地食用菌龙头企业——湖北

森源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嫘祖桑黄研究院，将在桑黄新

品种选育、种源收集、栽培模式

探索、品牌商标打造、桑黄中药

饮片规范制定等多方面深入合

作，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延

长当地桑黄等食用菌产业链。

会上，上海市农科院食用菌

所所长张劲松，远安县县委常

委、副县长彭立明为研究院揭

牌。张劲松表示，大健康产业是

农业发展的方向，桑黄作为珍稀

药用真菌具有很好的产业优势，

食用菌所会为远安县桑黄产业

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助力当地食

用菌产业做大做强。彭立明对

上海市农科院专家前阶段的技

术支持和取得的成效表示感谢，

对远安县相关部门和企业提出

下一步工作要求。他要求参会

人员将此次会议作为远安县食

用菌提档升级的动员大会，把桑

黄产业发展作为推动远安县食

用菌产业升级的抓手，强化责

任，分工协作，把每一项计划落

在实处。 （下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