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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展宏图乡村振兴展宏图 地美水美人更美地美水美人更美
——踏访市乡村振兴示范村东石（兴达）村

俯瞰，稻田成片相连，一派生机；
近观，道路宽敞平整，纵贯南北；侧目，
白鹭扑翅齐飞，自由翱翔……作为上
海市第三批乡村振兴示范村，位于叶
榭镇的兴达村、东石村，经过一年多的
发展建设，以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为目标，在近期的示范村建设验收中，
交上了一份高分答卷。

“明星路”上产业如珠串联
来到兴达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宽敞平整、纵贯南北的虹洋公路。虹
洋公路是村里的“明星路”，曾被评为

“上海十大最美乡村路”。同时，虹洋
公路也是一条产业路，一路上，设施农
业、休闲旅游、特色种养等产业业态如
珠串联。

北面开始的第一站是松丰蔬果专
业合作社。松丰是沪郊重要的菜篮子
基地之一，占地710亩，年产蔬菜3500
余吨，加上调运配送业务，这个小小的
合作社每年的产值达到 2500 余万
元。在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同
时，今年，松丰将完成宜机化改造和蔬
菜冷链、加工一体化项目建设，在农业
种植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
高农业比较效益。

第二站，小编来到了“八十八亩
田”休闲农庄，探访发现在原有的民
宿、稻香森林、叶榭软糕工坊等基础
上，近日，致力于米文化传播的大米体
验馆也开门迎客了，进一步提升文化
服务功能。

众所周知，获颁松江区首张乡村
民宿经营许可铭牌的“八十八亩田”已
成为松江乡村旅游品牌点位。为促进
乡村旅游进一步发展，相关负责人介
绍，接下来的村庄郊野单元规划中，预
留了 77.93 亩商服用地和 16.2 亩公服
用地，计划扩大现有民宿规模，布局游
客接待中心、乡村创客人才集聚中心，
扩充叶榭软糕制作体验场所，完善大
米体验馆，打造“八十八亩田”北侧以

“非遗一条街”等为载体的文旅融合发
展示范项目，发展“过夜经济”。

再往南走，看到的是位于东石村
从事特色种养，曾获得“国家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荣誉称号的松林食品（集
团）有限公司。过去，松林积极推进

“养猪场到农田”的种养结合模式，为

市场提供更加绿色健康的大米和猪肉
产品。如今，为了延伸产业链，松林已
在东石村新建并投入运营了一座智能
化种猪场，整体提升产能和生产技术，
实现年存栏母猪12000头、苗猪70000
头，年均出栏商品猪 170000 头，年产
值达32000万元。

集中居住，人居环境变美
产业富了，人居环境也要更美。

在位于兴达村村庄南面的叶榭镇“东
石-兴达”农村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平
移点，一排排三层江南风格小楼房已
经拔地而起。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一期150户已经交房，二期150户已开
工建设，三期280户也正在规划中。

集中居住让农民居住环境得到大
幅提升。村民赵云辉家中的老房子建
设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困于结构不
牢，不能在原有基础上改造提升。而
如今搬进眼前的新楼房，赵云辉对新
农村生活有了更多的憧憬：“楼上楼下
三间朝南的卧室，周边环境又好，配套
设施也会越来越齐全，以后小辈们周
末都会乐意回来住了。”

居住环境提升的同时，生态环境
也更美了。据了解，示范村建设期间，
兴达村和东石村共同完成了贫宣港、
新村河、叶兴河河道提升改造；虹洋公
路、烧盐公路、长期岸路完成“四好农
村路”提档升级；330亩公益林完成改
造提升；村内全域推进生活垃圾及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推进湿垃圾就近就
地资源化利用，做到湿垃圾不出村。

生活环境也更为舒适便捷。据了
解，去年，东石村升级改造村民综合文
化活动中心和日间照料站，进一步提
升公共服务功能。

多方联动，盘活存量资源
乡村振兴发展的落脚点在农村发

展、农民增收。示范村建设过程中，兴
达村和东石村发掘土地等存量资源，
激活乡村发展和农民增收活力。相关
负责人介绍，通过农民相对集中居住
和村庄规划调整，土地利用率得以提
高，有效清理出77.92亩存量及新增用
地，后续两村将积极探索土地入市。

农村引入的各类新型经营主体以
及项目，也是激发乡村发展的存量资
源。该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将利用松
林集团优势，密切“公司+农户”合作
模式，持续提升订单种植效益。

而在乡村旅游方面，接下来，兴达
村和东石村将梳理现有资源，积极探
索盘活农村宅基地，与“八十八亩田”
以及北面东勤村即将建设的东方童梦
奇缘亲子乐园等优质文旅项目形成区
域联动，将乡村优质的“存量”资源打
造成可变现的“增量”产业。同时，将
引导和鼓励家庭农场从一产种植向三
产旅游延伸，培育有想法、有能力、有
干劲的家庭农场主开发观光农田、农
家乐等乡村旅游项目。 （李谆谆）

本刊讯 9 月 17 日，上海市消
保委开展 2021 上海特色伴手礼优
选轮评测。从 4 月启动征集，经历
初选和甄选，50家企业的66件产品
进入最终的优选轮评测环节。来自
各领域的 11 名专家评委从地域特
色、品牌文化、产品体验等维度，结

合甄选轮消费者评测数据，最终产
生 30 件上海优选特色伴手礼（金
榜）和 36 件上海特色伴手礼（银
榜）。

八十八亩田叶榭软糕获 2021
上海特色伴手礼优选轮金榜第一
名！ (上海市消保委)

叶榭软糕获2021上海特色伴手礼优选轮
金榜第一名！

我镇家绿合作社获松江优质大米评比
金奖！

本刊讯 9 月 17 日，区农业农
村委员会在叶榭家绿彩虹农场举办
松江优质大米“松早香1号”评比品
鉴会，区农业农村委调研员沈根华
出席并为获奖单位颁奖，来自松江
全区 15 家生产企业、家庭农场参

加。活动邀请市农技中心、市农科
院等专家，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研究员刘康宣布本次评比品鉴结
果：

金奖 上海家绿蔬菜专业合作
社。 (松江三农)

本刊讯 9 月 28 日，上海旅游
投资促进大会在上海世博会博物馆
隆重召开。会上，市文化旅游局局
长方世忠发布了《2021 上海旅游投
资推介指南》和在线旅游招商平台，
一起看看“十四五”首批上海旅游招
商项目有哪些？

叶榭兴达乡村田园综合体
叶榭镇位于松江区浦南区块，

属于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生态
环境良好、历史文化悠久，是浦南乡
村旅游带开发的重要区域。近年
来，借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东风，叶榭镇建设形成了现代农业
基地、民宿、大米文化体验地、影视
基地、张泽羊肉一条街等乡村旅游
景点，成为备受市场欢迎的新型乡
村旅游目的地。本项目将瞄准“都
市乡村田园文旅度假区”定位，重点
开发现代农业观光、田园休闲娱乐、
农俗文化体验、非遗文化展演等农、
文、旅融合新产品，拓展农业商旅、
研学旅游、康养旅游等新兴市场。

项目总投资：3亿元
(乐游上海）

台 风 对“ 菜 篮 子 ”和“ 米 袋 子 ”会 有 影 响 吗 ？
叶 榭 全 力 保 障 ！

台风天，市民的“米袋子”和“菜
篮子”能否安然？9月13日，记者来到
叶榭镇，深入了解粮食生产情况和蔬
菜采收情况。

中晚熟稻五成面临严峻考验
“早熟品种‘松早香一号’前期已

收了两成。”眼下正是早稻丰收时节，
叶榭镇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盛姬边
走边向记者介绍，叶榭镇今年粮食种
植面积达3.66万亩，是松江水稻种植
面积最大的街镇。其中，早熟品种

“松早香一号”共有3668亩，近日已进
入成熟季。

水稻成熟期遭遇台风会有什么
影响？盛姬介绍，因为“松早香一号”
茎秆结实，具有一定的抗倒伏性，“目
前来看，影响不大”。今年整个早稻
生长期阴雨天少、阳光充足，且基本
没有出现过高于 38℃的极端高温天
气，同时，在产量形成的扬花灌浆期
也没有遭遇大风，根据目前采收的早

稻来看，粮食亩产量有所提升。“以往
一亩地的出米率在225公斤到300公
斤，今年达到了330斤到335公斤。”盛
姬说。中晚熟品种是松江粮食生产
的主体，此次能否安然抗台呢？“目前
中晚熟品种有五成处于灌浆中晚期，
这部分受台风天影响不大。但是如
果接下来风力骤紧，对另外五成处于
扬花期和灌浆早期的水稻来说将是
严峻的考验，可能会影响水稻授粉，
从而一定程度降低稻穗的结实率。”
盛姬说。

农业生产需要天帮忙，也需要人
努力。从13日一大早开始，叶榭镇农
业服务中心 10 名工作人员已经兵分
四路下到田间地头，指导粮食等主要
农作物生产农户和单位开展防台减
灾措施。“一旦沟渠的水位超过一半，
与农田中水位持平时，就要组织沟系
积水排涝。”盛姬称，水系也需要及时
疏通，控制沟渠积水排往内河的泵房

目前已检修到位，同时还将积极协调
水务部门预降内河水位。

蔬菜提前采收加大储备量
走进松江规模最大的蔬菜种植

合作社——浦远蔬菜园艺专业合作
社黄桥基地，记者了解到，为了保障
400 余亩的在田蔬菜安全度汛，从 12
日早晨7 时多开始，基地排泄田间沟
系积水的自动排涝泵已经开始 24 小
时不间断运转，强劲的水流灌入横贯
基地东西的内河当中。

基地负责人冯均辉介绍，基地内
棚架已加固，大部分棚舍的薄膜已修
复，沟系也已清理。沪郊的蔬菜基地
在特殊时期尤其需要承担绿叶菜保
供应的重要职能。黄桥基地每日的
蔬菜上市量在16吨左右，考虑到接下
来的风雨天将影响蔬菜采收和配送，
因此，已提前抢收部分蔬菜作为储
备，9月13日供应量已提升到22吨左
右。“后面几天的风雨间歇，我们还会

安排人员错时采收和运输。”冯均辉
说。

松江是沪上重要的蔬菜生产地，
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陈勇介
绍，目前松江的在田蔬菜总面积有
4900亩，每日的采收上市量在50吨左
右，这两日应市场物资储备需求，上
市量也上升至七八十吨左右。目前，
地头蔬菜价格基本维持稳定。

“菜篮子”产品是民生所需，也是
相关职能部门助力保供应的重要方
面。据了解，这几日，农业部门除下
发防汛防台“明白纸”之外，也牵头组
织了区农委种植业办、区农机管理中
心以及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部门

人员14人，分成7组前往各个涉农街
镇，对蔬菜种植防灾减灾开展检查指
导。 (李谆谆 文/摄)

做好蔬菜配送工作做好蔬菜配送工作 保障学生舌尖上安全保障学生舌尖上安全
上 海 松 丰 蔬 果 专 业 合 作 社

本刊讯 为了保障新学期开学
前学校蔬菜配送工作顺利进行，上
海松丰蔬果专业合作对原有蔬菜分
拣包装车间进行了升级改造，开足
马力恢复蔬菜分拣配送工作线，为
学校开学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

9月1日，农技人员走进上海松
丰蔬果专业合作社，一间间升级改
造后的蔬菜分拣包装车间映入眼
帘，待检区、分拣区、成品区和半成
品区运行得井井有条。蔬菜分拣车
间里，工人们正在将蔬菜按类别进
行分拣整理，按照每个学校的需求，
进行称重、打包、装车，整个现场忙
而有序。

合作社负责人张峰介绍，目前
合作社上岗人员30人，有11辆配送
车，上岗人员都必须穿干净整洁的
工作服，佩戴手套和医用防护口罩，

非工作人员一律不得进入操作间。
合作社每天安排专人对分拣车间所
有区域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洁消毒，
对所有配送车辆也严格进行消杀，
确保车辆清洁卫生。每一批蔬菜都
要在检测室经过检测人员检测，合
格之后才将蔬菜搬运入库，并对入
库的每一批食材进行严格详细的记
录，做到材料来源可追溯、源头安全
有保障。

此外，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上海
最近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为做好
蔬菜生产保供工作，农技中心技术
人员也增加了技术指导频率，指导
合作社加强蔬菜质量检测工作，适
时播种、采收，并通过相关农艺措施
减少高温对蔬菜生产的影响，保障
学校蔬菜配送稳定供应和学生舌尖
上的安全。 （杨康）

叶榭兴达乡村田园综合体
入选《2021年上海旅游投资推介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