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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桥边品茶论道、稻田旁作画赋诗

“灵韵朱家角”打造“与世界对话的中国乡村”集群
□点击

近年来，朱家角镇通过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推进公
共服务一体化配置，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宜居

嘉定开展电动自行车
消防安全综治行动

美丽乡村。截至目前，
已成功创建了
“南张马”
“北林家”
两个乡村振兴示范村，3 个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和 9 个

选世界旅游联盟联合世界银行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共
同发布的 50 个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
□记者 尹寅
近日，世界旅游联盟联合世界
银行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共同发布
《2021 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助力
乡村振兴案例》，在公布的 50 个典型
案例中，青浦区朱家角镇张马村入
选。
乡村振兴示范村林家村围绕
“稻香林家，艺术乡村”主题定位，营
造“处处皆是景，处处显艺术”的乡
村风貌特色，村内“艺术+”产业发展
迅速，成为朱家角镇乡村振兴、乡村
旅游重要的一环。
立 足“ 一 核 两 廊 三 区 ”总 体 思
路，先行启动沈太路片区 7 村乡村振
兴示范区的建设工作，连点成片，打
造“朱家角·与世界对话的中国乡
村”集群……
“作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先行启动区‘五镇’之
一，未来五年，我们将率先打造世界
著名湖区、创新经济中心、生态价值

高地、江南水乡典范和乡村治理样
板。”朱家角镇党委书记乔惠锋表
示，
“乡村治理样板则主要聚焦新时
代幸福社区与沈太路乡村振兴示范
区，进一步提升全镇人民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全面建成一座魅力四射
的宜居之镇。
”
近年来，朱家角镇通过改善乡
村基础设施、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
配置，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
宜居美丽乡村。截至目前，已成功
创建了“南张马”
“北林家”两个乡村
振兴示范村，3 个市级美丽乡村示范
村和 9 个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张马村是朱家角镇沈太路片区
美丽乡村创建的先行村，以点带面，
放射带动其他 6 个村，是片区发展的
引擎。经过历年的建设，乡村面貌
实现了完美蜕变，农事旅游初见端
倪，形成“四园一岛”的农事旅游格
局。未来，张马村将打造成为朱家
角镇集机制创新、全域旅游、社群构
建、辐射带动等功能为一体的全域

旅游休闲乡村核心区，并将张马村
运营成熟的各类项目逐步复制到该
片区其他各村中去，真正实现张马
村的示范引领作用。
林居交融、稻田围绕的林家村
做大做强“稻田经济”文化，做实做
细“古今艺术”文化，选取 7 户民居打
造“公共艺术中心”和“艺术大师工
作室”，以“红色引领、绿色发展”的
理念，通过“薄荷香文苑”的聚集效
应，吸引众多文人墨客驻扎林家，形
成了田耘社、杨冬白雕塑工作室、路
上有马电影工作室等以文化团队为
特色的艺术文化带。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
朱家角镇通过处理好“古镇与村庄、
镇区与村庄、村庄与村庄”之间的关
系，坚持空间互应、资源共享、要素
互补、利益互显，以水系为纽带，实
现空间串联。充分挖掘江南水乡特
色，构建将“都市、郊区、水乡、古镇、
乡村、野趣”等要素融为一体的都市
型农业发展样板，让这里的乡村成

为上海大都市的梦幻田园。同时，
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视角下，该镇依
托绿色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
培育壮大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进
农村产业转型，促进农村产业融合，
打造在长三角具有示范性，
并能实现
联动发展的乡村振兴示范片区，
开辟
了一条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实现乡
村振兴的新渠道，
让更多农民享受改
革的
“红利”
，
增强获得感和幸福感。
目前，朱家角镇正稳步推进国
家 5A 级旅游景区创建，为此，该镇将
进一步拓展朱家角旅游的外延，做
大旅游产业的“朋友圈”，形成以朱
家角古镇为“中心原点”，张马村、寻
梦园、林家村、太阳岛为圈层的旅游
“同心圆”。
“上午在放生桥边品茶论
道，下午在稻田旁作画赋诗。”乔惠
锋表示，
“先到古镇、再到乡村，实现
古镇旅游与乡村旅游联动发展，在
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全面展示朱家
角最江南、高颜值的时尚气质，重塑
‘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意新江南。
”

书院开循果蔬专业合作社用生物营养肥育出新大米
□通讯员 施国标 记者 王平
南粳系列之一 9108 晚稻，落户
到浦东书院镇开循果蔬专业合作社
基地后就受到了优厚的待遇，
一款由
上海“晟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制
的“晟农博 316 有机肥”成了“9108
晚稻施补肥料。由于该肥料采用 20
多种中草药通过提炼而成，
用它的生
物菌既为稻米提供了特殊的营养成
分，又抑制了病虫的生存，使米质得
到了大大提升，优于同类大米的软、
糯、
香等口感。合作社负责人胡春华

女士介绍说：
“这款大米煮饭更香、
煮
粥更稠，一般稻米煮饭冷却后会发
硬，但它依旧保持着软糯状态，为你
提供了更好的口感。这款稻米收割
时间上虽晚些，亩产在千斤以内，但
品质好，为了让市民获得最佳口味，
我们愿意作这样的付出。
”
今年在胡春华的稻米基地上，
选
用 40 亩耕田面积施用了生物有机
肥，
施底肥一次，
叶面肥三次，
从移栽
到收割的养稻期达到近六个月，
使稻
米有了足够的营养成分，
更大程度上
确保了米香的储存，
安全环保是这款

您评报

稻米的最大特点。收割烘干均有机
械化操作，
在上市期设置了三款包装
方法：
集礼品包装、
普通包装、
真空包
装于一体。快递、自提任客户选用，
一只订货电话可完成购货流程，
大大
方便了客户的需求。
开循果蔬专业合作社地处浦东
临港大道边沿，
交通便捷、
环境优美、
生态宜人，是浦东临港新片区（规划
区）仅存不多的粮田之一。合作社成立
至今已有十多年历史，
基地内种植品
种繁多，
善于运用新科技是该合作社
一贯的追求。胡春华的丈夫金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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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评价对我们很重要
东方城乡报
“我爱看的栏目”
推荐及 2022 年报纸赠阅活动

新闻类

一线调查

东报时评

乡愁笔记

日子

美丽乡村

专业农科院校毕业的
“高材生”
，
曾用
基地上的废料堆制产生沼气转换成
暖气供大掤使用获得成功。合作社所
采用的创意文化包装也颇具特色，
本
款新大米选用
“书院厂”
为包装礼袋，
让消费者既读懂书院产地的文化历
史，
又品尝到书院独特地域的新大米。
2019年开循果蔬合作社获得上海
市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
“浦东新区安全
优质农产品放心基地”
“
，淘最上海”
节目
组还把这里指定为果蔬专供基地。而
“晟农博316有机肥”
是该合作社的合
作项目，
倡导生态环保，
改良土壤。

2022 年本报“我爱看的栏目”读
者推荐活动又开始了。
请在左边候选栏目中勾选出您
爱看的栏目，
“新闻类”推荐不超过 3
个，
“副刊类”推荐不超过 2 个，并用正
楷填写您的姓名、
邮政编码、
详细地址
和联系电话，于 2021 年 12 月 2 日前
寄到本社党政办公室（长宁区仙霞西路 779 号 3 号楼 2 楼，邮编
200335）。
请在信封上粘贴右下角“评报赠阅”标识，前 100 位读者（以
邮戳时间先后顺序为准）将获赠2022 年全年《东方城乡报》一份。

姓

副刊类

情事

倾诉与聆听，城市
人的情感故事。

情事系列

健康星闻⇨⇨⇨
健康星闻
健康星
闻

近日，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组织召开区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
工作部署会，邀请公安嘉定分局、
区消防支队参加会议。会议强调，
将加强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电池
引发火灾案件查处，加强电动自行
车经营户的排摸检查，加大对电动
自行车销售维修企业的法规宣传，
对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锂电池的
违法行为、电动自行车引发火灾等
违法行为一律严厉打击。
随着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增多，
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以及违章的
行为越来越多，部分商家在利益的
驱使下销售有安全隐患的改装电
动自行车，尤其是各地电动自行车
着火、爆炸事件时而发生，关乎百
姓出行安全。为此，嘉定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进行了全面部署，组织开
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综合治理
行动。
嘉定各市场所迅速行动，对辖
区内电动自行车销售维修企业情
况进行排摸，督促电动自行车销售
企业建立进货、销售台账，掌握销
售企业销售产品动态信息。目前，
嘉定区电动自行车销售、维修企业
户共 300 家。
执法人员开展现场检查，通过
张 贴 电 动 自 行 车 销 售 通 告 ，签 订
《电 动 自 行 车 安 全 守 法 经 营 承 诺
书》，对经营户开展法规讲解，解读
《上海市非机动车管理办法》相关
条款，以提升经营户的法规意识，
继续推进电动车经营企业行业自
律和主体责任落实。
嘉定区市场监管局还邀请了
市质检院专家现场指导，各市场所
组织对涉嫌违规企业开展突击检
查，现场查验核对销售的电动自行
车产品、随车配置蓄电池和充电器
等合规情况，共检查电动自行车经
营 户 91 家 ，发 现 涉 嫌 违 法 行 为 4
件，目前已固定证据，后续查处工
作还在进一步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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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指定信息发布媒体

科 技 赋 能 ，节 粮 减 损 加 快 推 进

□通讯员 汤吴佳 记者 赵一苇

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近日，
青浦区朱家角镇张马村入

威

当前我国粮食需求刚性增长，
粮食增面积、
提产量的

举措更加硬化实化细化，
推动节粮减损取得更加明显成

难度越来越大。日前中办国办印发的《粮食节约行动方

效”
。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水平，
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
增产

案》明确提出，
“到2025年，
粮食全产业链各环节节粮减损

与减损并行，
有了清晰的行动指南。

>>>详见
>>>
详见 2 版

□导读

倡 导 饮 食 新 潮 流 ，色 拉 蔬 菜 品 种 多
让种业装上
更多
“中国芯”

>>> 3 版·言论

书院开循果蔬专业合作社
用生物营养肥育出新大米

>>> 4 版·新农村

给农村振兴
装上
“数字引擎”

□记者 赵一苇
摄/见习记者 杜洋域
11 月 19 日，
作为 2021 年嘉
定区“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庆
典活动之一，上海市色拉蔬菜产
业发展研讨会在嘉定举办。原
上海市委农办、上海市农委副巡
视员陈德明为《色拉蔬菜》新书
做发布推介。
来自色拉蔬菜科研、生产、
加工、营销、餐饮消费相关行业
代表和专家围绕色拉蔬菜产业
发展新动向，开展以“多姿多彩

的生菜家族”
“ 即食蔬果加工品
质管理”
“ 生食蔬菜的营养与功
能”等主题研讨，探讨这一细分
产业的前景和发展趋势。
据了解，色拉蔬菜贴合了少
盐少辣的健康饮食习惯。色拉
蔬菜调料（沙拉酱、沙拉汁）的含
盐量相对较低，故对减盐而言是
适宜的调味料。也就是说，在蔬
菜色拉中搭配沙拉酱可有效改
善食盐的摄入量。例如，以油炒
蔬菜及蔬菜色拉进行对比，一般
食谱中炒一盘菜（约 50g）的用盐
量约为 1.7g，而添加沙拉酱的蔬

菜色拉仅含 0.5g 食盐，相当于减
少了 70%的食盐摄入量。
色拉蔬菜品种多样，不仅可
以烹调食用，也可以作为色拉即
食生吃。五彩缤纷的色拉蔬菜，
口味丰富的调味料、香辛料，配
以装饰色拉的各种配菜，色拉菜
单的制作自由度很大，让色拉料
理充满了乐趣。
当天发布的《色拉蔬菜》一
书由嘉定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中心联合区内惠和种业、百蒂凯
农业、爱盛科技、绿望蔬菜合作
社等企业共同编写。该书在色

拉蔬菜品种、栽培技术、采后加
工等方面开展了研究和探索，历
时三年编写而成，并首次提出了
色拉蔬菜这一概念，对色拉蔬菜
生产技术体系的建立、色拉蔬菜
市场供应，消费群体的健康发
展、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
义。嘉定将以此为契机，推动色
拉蔬菜产业发展，打造色拉蔬菜
产业靓丽名片。
活动现场，
20 多个色拉蔬菜
新品种参与展示和品鉴，旨在倡
导新的健康饮食潮流。

>>> 5 版·参考

“嘉定一桌菜”
首秀
既是家乡味，
又是
“嘉”
乡情

>>> 6 版·关注

农业农村部部署加快推进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工作
评报
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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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农业农村部召开全国农产
品初加工机械化工作推进会。会议
强调，要立足乡村产业发展、农民增
收致富实际需要，
分区域、
分产业、
分
品种、
分环节加快补齐农产品初加工
机械短板弱项，
推动初加工机械化向
更广领域、更高质量发展，力争 2025
年全国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率有一
个明显提升，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装备
支撑。
会议指出，
在我国农业生产进入
机械化主导的新阶段，
减损提质保障
农产品有效供给、
增值富农提升农产
品价值链产业链、
省工节本保障优势
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
对农产品初加
工机械化提出了迫切需求。要充分
认识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在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重
要作用，
主动作为、
抓实举措，
加快提
高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整体水平。
会议要求，
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
将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工作摆上重
要位置，
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和顶层设
计，
强化部门协作、
行业动员、
工作联
动，
形成工作合力。注重从需求侧引

领研发供给，
制定发布本地重点农产
品初加工机械化技术装备需求目录，
促进初加工机械迭代升级。立足不
同发展阶段产业急需，
因地制宜明确
初加工机械化发展重点，精准发力、
务求实效。推进创设落实相关购机
用机、用地用电等扶持政策，积极支
持将农产品初加工成套设施装备纳
入农机新产品购置补贴试点范围。

强化技术推广和试验鉴定工作，
遴选
绿色高效、先进适用机械，示范打造
高水平应用场景，
促进初加工装备与
工艺融合应用。延伸初加工机械化
服务链，
加快推进农机社会化服务向
农产品初加工全环节、全产业拓展，
提高装备利用效率效益。
（据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