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18年10月9日 星期二

一版责任编辑 潘玉明 二版责任编辑 吴险峰 经文综合

新上市的“贤城美谷”优质大米受青睐

生态种养鼓起农民钱袋子

本报讯 （记者 张莉莉） 9 月
30日，2018上海购物节奉贤欢乐节
启动仪式在奉贤宝龙广场举行，标
志着为期一个半月的奉贤区第十二
届购物节正式拉开帷幕。此次奉贤
欢乐购物节围绕三大板块八大活
动，一个商业氛围愈加浓厚的奉贤
呈现在消费者面前。

作为购物节的常规节目，本届购
物节继续开展南桥商圈嘉年华、宝龙
城市广场闽南薄饼节等本土知名品
牌特色活动，突出本土品牌，同时增
设了东方美谷商品集市活动，也是积
极响应上海打造美丽健康品牌。

本届购物节还加强商旅联动，
蔬菜节、海湾森林慢生活集会、旅游
风筝会三大主题活动在海湾镇举

行，这些都是奉贤特色旅游项目，不
仅为旅游节起到了宣传作用，同时
还能促进区域内的商业发展。同
时，借力通阳路灯光夜市美谷节、
2018 上海艺术进商圈节等活动的
举行，推动奉贤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提升奉贤软实力。

2018 上海购物节围绕上海打
响“上海购物”品牌为战略目标，更
好地发挥购物节展示上海商业形
象、服务、品牌的重要平台和促进会
商旅文体联动发展的重要载体作
用。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奉
贤也将努力营造一个舒适、诚信、安
全的购物平台，持续打造“奉贤欢乐
购物”品牌，旨在形成全年商业创
新、引领消费的高潮节点。

本报讯（记者 邵毓琪） 金秋
送爽，五谷飘香。刚刚过去的国庆
假期，今年新上市的“贤城美谷”受到
了市民们的欢迎；甚至在部分知名购
物网站，由于是主打“生态种养”旗
帜，“贤城美谷”还进入了热搜榜。

区农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当
前广大市民对稻米的需求正从原来
的“吃饱”向“吃好”转变。去年，由
区内 12 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粮食种
植专业合作社联合创建的“贤城美
谷”大米品牌正是顺应了市民们的
这一需求。新创立的“贤城美谷”种
植基地水稻种植面积2.5万亩，大多
建立了“稻-鱼”“稻-虾”“稻-鳖”等
生态种养示范基地，通过采用“水
稻-水产”绿色生态种养结合模式，
选择优质早熟国庆稻品种，以优质
有机肥、叶面肥替代化肥；采用性诱
剂、生物农药、种植蜜源植物、安装
太阳能杀虫灯、放养赤蜂虫等绿色
防控技术防治稻田病虫草害，通过

种养结合生产出绿色生态优质大
米，亩效益比常规种植增加2-3倍。

来自谷满香合作社的负责人陈
嶔崎就在其中尝到了甜头。在奉贤
区举行的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国
庆稻米品尝暨“贤城美谷”品牌推介
会上，由他选送的“沪早香软1号”，
获得了专家组评定的金奖。他说，
今年他所种植的300亩“沪早香软1
号”等3个早熟品种水稻，不仅平均
亩产达 960 斤，而且由于结合生态
种养模式，深受广大市民喜爱。按
目前市场价8-10元来计算，直接亩
产效益近6000元，远远高于传统种
植。与陈钦崎有同感的还有来自贤
城美谷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执行理事
陈登峰，他表示，除种植早稻所产生
的经济效益之外，生态种养还有另
外一笔收入，就以“鱼-稻”共生来
说，稻谷收割后，养在稻田里的鱼还
能为合作社增加数万元额外收入，
这笔收入也不容小觑。

在水稻新品研制中，奉贤也是
下足了功夫。近年来，区农技中心
开展水稻早中熟优质新品种引进、
筛选、试验、示范，近三年共引进新
品种21个，开展相关肥料农药栽培
技术试验 75 个，示范面积 7000 多
亩。通过大量试验筛选出适合本区
种植的早熟国庆稻品种“沪早香软
1 号”、中熟品种“南粳 46”“沪软
1212”等 5 个优质早中熟水稻新品
种并进行示范推广。全区早中熟品
种从 2014 年的 538 亩，到目前的
1.67 万亩，五年增加了 30 倍，其中
国庆稻种植面积从2014年的27亩
到目前的 3000 多亩，五年增加了
110 倍。今年，区农机中心还在中
心科技示范基地试种了早熟国庆稻
新品系 5 个、中晚熟优质稻新品系
16个。再过1-2年，该中心就将选
育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早熟
国庆稻和中熟新品种，为奉贤稻米
产业发展奠定种源基础。

本报讯（记者 张莉莉） 十一
国庆黄金周期间，奉贤区消费市场
整体情况良好，各类业态总体增
长。据奉贤区经委对奉贤区五大商
业业态 23 家重点商业企业抽样数
据统计，9月24日-10月7日国庆节
前一周及节中 7 天共实现销售额
2.93亿元，同比去年增长1.03%。

时至中秋和国庆两节前后相
连，奉贤人民消费热情高涨，更是引
发了消费叠加效应。各大商场、超
市纷纷推出文艺汇演和促销活动，
为不同消费群体带来了不同的购物
式体验。其中，百联、苏宁生活广场

和宝龙广场共计客流78万人次。
整个假期延续了近年来国庆黄

金周消费的旺销景象，七天假期中，
第一天即10月1日创出了销售规模
最高峰，10月2日-10月7日，市民
错高峰旅游陆续增多，前期销售释
放较多，销售规模呈逐日下降趋势。

其中，五大商业业态呈现三升
二降现象，购物中心百货类、专业专
卖店类、网络购物类增幅分别达到
3.09%、6.76%、1.49%；卖场超市类、
宾馆餐饮类下降12.59%、1.62%。专
业专卖店类成绩喜人，增幅达到
6.76%。

本报讯（记者 蔡倩雯） 10月
1日一早，奉浦街道举办“梦圆国旗
下”——2018年度美育修身系列活
动暨乐康苑庆国庆升旗仪式。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卫作
为圆梦人来到仪式现场。8 点半，

预备役高炮五团官兵正步向前，将
国旗郑重递给国旗班的升旗手。
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
升起，这是乐康苑小区自2016年12
月 9 日开始升国旗活动以来的第
802场升旗仪式。

本报讯（记者 孙 燕） 9月30
日，记者从奉贤区召开的2018年奉
贤区未成年人暑期工作总结会上获
悉，区司法局等 3 家单位获评 2018
年奉贤区未成年人暑期工作优秀组

织奖，区关工委“‘传承红色基因、整
座时代新人’主题宣讲和关爱活动”
等36个项目获评2018年奉贤区未
成年人暑期工作特色项目。区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徐卫出席。

本报讯 （记者 吴口天） 9 月
30日下午，区教育局为发挥优质教
育辐射作用，为奉贤注入优质教育
资源，上海世外教育集团托管区阳

光外国语学校、育贤小学启动仪式
在阳光外国语学校举行。副区长
袁园，均瑶集团副总裁、世外教育
集团总裁徐俭出席启动仪式。

本报讯（记者 周 婧） 节前，
奉贤区召开 2018 年奉贤民政三季
度工作现场会。会前，实地察看区
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睦邻四堂间”、

“两个和美”及村规民约创建工作，
各部门就社会治理建设进行交流发
言。

区委常委、副区长顾耀明出席。

本报讯（通讯员 周国良） 10
月 4 日，上海之南艺术团萨克斯演
奏员王铁宏代表上海队在北京举
办的 2018 全国中老年萨克斯管城
市展演比赛中，荣获中年组金奖
（第一名）。

此次比赛由中国老龄协会和
中国萨克斯管学会联合主办，邀请
了国内资深萨克斯演奏家担任比赛
评委。南上海音乐艺术中心下属的
上海之南艺术团和上海之南歌唱沙
龙，目前拥有全部成员160人。

本报讯（记者 蔡倩雯）10月
1 日，“改革开放再出发 青春建功
新时代”──“国旗下成长”奉贤青
少年升国旗爱国宣讲暨庆祝新中

国成立 69 周年主题活动在奉举
行。120名少先队员在庄严又充满
朝气的升旗仪式中体会到了激动
和感动。

区领导出席乐康苑升旗仪式

暑期工作特色项目受表彰

区民政局召开三季度工作现场会

世外教育集团优质资源进奉贤

王铁宏获全国中老年萨克斯冠军

奉贤举行“国旗下成长”主题活动

东方美谷东方美谷··奉贤南桥镇第三届文化艺术节开幕奉贤南桥镇第三届文化艺术节开幕

“小小鲤鱼伴潮来，瞪
起 仔 圆 圆 眼 睛 口 难 开
……”吴侬软语、载歌载
舞，一曲五代传承人同台
演唱的山歌剧《摸花轿》选
段《勿是为侬我勿来》揭开
了奉贤山歌剧这个“上海
的独养囡”的前世今生。9
月 30 日晚，东方美谷·奉
贤南桥镇第三届文化艺术
节以奉贤山歌剧非遗传承
公开课的形式在奉贤中学
体育馆揭开了民间戏剧嘉
年华的序幕。区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徐卫，副区长
袁园出席活动。

（记者 吴口天 通讯
员 杨 珺/文 王菊萍/摄）

上海购物节奉贤欢乐节启动

国庆黄金周消费旺销

打造“硬作风”优化“软实力”
（上接1版）

打响“四大品牌”等重点，
主动作为，措施有力，本区营商
环境总体情况稳固好转。下阶
段，奉贤区将继续对标国际最高
标准、最好水平，立足实际和所

处形势，加快形成奉贤营商环境
评价体系，不断深化“放管服”
改革，有效实施一批配套政策，
切实将奉贤打造成为上海营商环
境最优的地区之一。

区领导徐卫、韦明、顾耀明、马
建根、顾佾、邵惠娟等参加。

走在田埂上 叩开农家门
（上接1版）

“城里的房子，值钱！”
庄木弟说，农民离地不失地、

离房不失房，是奉贤推行宅基地改
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党员领
导干部，千万不能用自己的想法来
代替群众的想法，要真正通过宅基
地改革，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
“众人拾柴，改革的火焰才会高”

临近饭点，在庄行镇存古村，42
岁的回乡创业青年姚利民，正向
庄木弟诉说着他的“农业情”。

“我想在村里做一个绿色田园综合
体，把农业的乐趣告诉城市里的
人。”他告诉书记，自己毕业于上

海复旦大学，也曾在知名企业西
门子工作过 5 年，“毅然选择当职
业农民，就是看好了农业发展的
美好前景。”

听完姚利民的构想，庄木弟
主动当起了“老师”，“农村改革的
目的，是让大家共同致富，这个理
念要加强。”庄木弟说，作为职业农
民，要肩负起引领、推动乡村改革
的重任，主动对标国际最高标准、
最好水平，用现代化的思考、现代
化的生活、现代化的生产，带领村
民参与改革，推动农村回归自然、
自然而然。

对于农村党员家庭，庄木弟也
寄予殷切期盼。就在西渡街道五

宅村村民金士明家里，庄木弟说，
奉贤区正在推进美丽乡村·美丽约
定，其中就要引导广大党员、党员
家庭、干部做农村改革的带头人，
为村民送先进的理念、先进的做
法，推动农村改革大步向前。

一家一户的“小账”，牵动着
的是整个农村发展的“大账”。在
走访中，庄木弟强调，要通过农
村改革，把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
做好。政府愿做“店小二”，为农
民“理财”，让农民得到最大的实惠
和收益。

随后，庄木弟又来到了柘林
镇，实地调研沧海桑田有关工作情
况，并提出具体要求。

共绘乡村振兴这张蓝图
（上接1版）

要借助市农科院的的独有优势，
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打响奉贤三
农品牌，争取走在全市全国前列。

华源强调，要充分发挥合作社
与龙头企业作用，完善生产组织体
系，加强农业耕作技术人才和经营

管理人才为主的“一懂两爱”队伍培
育力度，全面打响奉贤优质农产品
品牌。同时，在乡村振兴示范村打
造过程中，要积极借助市农科院优
势，将实验基地研发平台进驻乡村，
注入更多产业研发功能，为全市乡
村振兴提供更好的经验和模板。

区领导顾耀明、汤芷萍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