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金秋的阳光下，一片空旷草滩，一

条木栈道蜿蜒伸向海边。保护区管理处是“护鸟

人”的大本营，走进小楼，迎面一幅候鸟迁徙图，

大陆板块之间，粗壮的曲线划出鸟类的飞行轨

迹。去年9月，保护区管理处引进了现代化视频

监控系统，10个监控摄像仪分别设在管理处、管

护站及鸟类集中区域，24小时远程实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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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迁徙鸟儿看好家

崇明生态岛的“电力蓝图”

怎样才够“智能”

为何选址崇明岛

百年大计凸显规划之重

崇明大闸蟹获
全国河蟹大赛

“金蟹奖”
过去，崇明产的河蟹被戏称

为“乌小蟹”，而今，通过生态养殖
技术和标准化水产养殖场的建
立，崇明岛养出了大规格的“青背
白肚大闸蟹”。在昨天举行的第
五届“丰收杯”全国河蟹大赛上，
共有 10 家企业养殖的河蟹获得

“金蟹奖”，其中崇明蟹占有两席。
11 月 6 日下午，南京东路的

世纪广场上人头攒动，第五届“丰
收杯”全国河蟹大赛暨蟹文化节
的主会场设在那里。此次大赛由
上海海洋大学主办，来自上海、重
庆、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山东
等七个省市的43家企业、合作社
选送的大闸蟹参加了角逐。下午
3 点，本届大赛的“蟹王”“蟹后”
正式出炉，“蟹王”重达 616.3 克
（12.3 两），由安徽省安庆市皖宜
水产养殖公司选送；“蟹后”的重
量为 390.3 克（7.8 两），由江西省
进贤县皖赣特种水产公司选送。
两只大闸蟹一亮相，就引来了众
多市民的围观。

角逐“蟹王”“蟹后”，比的是
个头，而角逐“金蟹奖”，比的则是
综合实力，也就是蟹的种质和口
感。来自上海、江苏、江西的 10
家企业获得了“金蟹奖”。上海海
洋大学教授、本届大赛评委王武
表示，让他感到格外欣喜的是，两
家崇明养殖企业出现在了获奖名
单上，“过去上海人称崇明蟹为

‘乌小蟹’，嫌它们品质不够好，这
次评比我们看到，崇明岛如今也
能养出大规格的河蟹，而且口味
很不错。”

光明食品集团瑞华实业公司
是此次获奖的崇明企业，该公司
副总经理王月滨告诉记者，他们
的养殖场位于崇明岛最西端，崇
明西部的水体是淡水，水质好，适
合养大蟹；而崇明东部靠海，水体
盐度较高，适合培育蟹苗和扣
蟹。从去年10月开始，该公司与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
器研究所合作，对养殖场进行了
标准化改造，让 400 多亩蟹塘有
了现代化程度更高的“家园”。在
改造养殖场的同时，他们采用生
态养殖技术，在蟹塘里种植了大
量水草，将养殖水体变得清澈见
底，并给河蟹喂螺蛳、活鱼等动物
性饵料，强化它们的营养摄入。
崇明岛上的阵阵江风，则为养殖
场省去了增氧机，让风为水体“自
然增氧”，使一只只河蟹生活得舒
心惬意。

据王月滨介绍，今年他们养
殖场的河蟹亩产量在 170 斤左
右，雄蟹平均重5两，雌蟹平均重
4两，已经超过了“雌三（两）雄四
（两）”的大蟹标准。明年，他们将
在崇明建成 1800 亩的标准化养
殖场，成为上海最大的河蟹养殖
基地，让更多大规格的崇明蟹爬
上市民餐桌。

□稿件来源：解放牛网

建设智能电网是“十二五”规划中
明确的战略目标。不久前在沪召开的

“崇明岛建设智能电网综合集成示范”
项目研讨会透露，一项在崇明全岛实
现智能电网覆盖的计划正在勾画之
中。到 2015 年，崇明岛上的风能、太
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以及潮汐能等
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将达到社会综
合能耗的40%。届时，崇明岛将真正
成为世界级生态岛。

智能电网与传统电网有何差异？
为何选择崇明作为智能电网综合集成
示范的“试验田”？崇明全岛覆盖智
能电网的前景如何？一张令人无限期
待的电力蓝图正渐渐展开。

今年 3 月，智能电网正式列入国
家“十二五”规划，“智能电网”已成行
业内外的高频词汇。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依托信
息、控制和储能等先进技术，推进智能
电网建设，切实加强城乡电网建设与
改造，增强电网优化配置能力和供电
可靠性；开展智能电网建设试点，改造
建设智能变电站，推广应用智能电表，
配套建设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业内普
遍预计，“十二五”是全面建设智能电
网的关键时期。

上海市电力公司副总经理阮前途
介绍，目前通行的智能电网概念是

“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各级电网
协调发展的坚强网架为基础，以通信
信息平台为支撑，具有信息化、自动
化、互动化特征，包含电力系统的发
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和调度各个
环节，覆盖所有电压等级，实现电力
流、信息流、业务流的高度一体化融合
的现代电网”。

如果说传统电网是单一系统内
“各自为政”，那么智能电网更像是一
张“全网”，具有高效、安全、环保、互动
等特征，集中体现了对技术、部门之间
多元协同的诉求。业内专家分析，目
前中国无论电力技术或是信息技术，
在单一指标上都已达到较高水准，但
要实现集成和互动，仍有很长的路要
走。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

术系教授卢强告诉记者，智能电网的
核心是建立一个数据共享的平台，实
现风、光、储能、用户的优化调度。“高
新科技并不体现为某项具体的指标，
而是如何实现优化调度。即便不能实
现全面智能，至少也应该从区域优化
着手。”英国利物浦大学电子电机工程
系主任吴青华以智能手机为例解释，

“智能意味着社会化、商业化、平台化，
核心应当是为用户服务，智能电网也
是一样。因此，如何通过标准化的信
息管理与用户积极互动，了解用户的
用电需求，进而开展针对性的技术改
造，显得尤为重要。”

推进智能电网建设，也有节能的
考虑。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
学院教授翁史烈坦言，目前全球能源
趋紧，可再生能源的研发与投入理应
加大力度。“人类步入石油时代100多
年，总共消耗了1.2万亿桶石油。但在
今后 40 年中，保守估计，人类需要的
石油将达 2 万亿桶。因此，如何利用
其他能源来替代石油，迫在眉睫。”在
翁史烈看来，新一代电网必须完成节
能转型。

智能电网为何要选址崇明作为综
合集成示范区？

崇明岛陆域面积1200平方公里，
约占上海全市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地
处长江口与海岸带的交汇点，是上海
的战略储备地，区位优势明显。同时，
崇明岛尚是一块“处女地”，生态环境
较优，资源保护良好。“国际生态岛”的
发展定位使得崇明得以探索低碳、可
持续的发展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崇
明岛具有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
能、潮汐能等多种可再生能源，是建立
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理想场所。

除了固有的资源，依托上海内陆，
崇明建设智能电网也尽享地利之便。
上海交通大学电力学院教授饶芳权表
示，崇明具有两大地理优势：第一是离
上海内陆的生产及维修厂家很近，电
力设施的运输、处理、维修都不需要很
高成本。第二是依托上海这张大电
网，可再生能源发电可以尽量探索，不

会对总网造成严重影响。翁史烈强
调，2010年，上海市颁布《崇明生态岛
建设纲要》，为崇明岛的发展树立了明
确的指标体系，以此引领，智能电网的
建设将愈加科学、可持续。

按照“崇明岛建设智能电网综合
集成示范”项目规划，到2015年，崇明
岛风能发电将达207.5兆瓦，光伏和生
物质能也将分别达到51兆瓦和9兆瓦
的发电量。

崇明岛智能电网建设以经济可持
续和技术可复制为目标，分为 5 个具
体指标：首先，全岛可再生能源可平稳
接入，并100%就地消纳。其次，全岛
将建成电动汽车双向供能体系及公共
服务平台。再者，为实现能量流与信
息流的一体化控制，全岛将设立智能
电网统一信息支撑平台。此外，含储
能环节的主动配电网及高度自治微型
能源网也将落户崇明。崇明智能电网
的目标是实现高端用户用能双向灵活
地互动。

事实上，全球范围内已有多起智
能电网示范建设的试点。法国里昂、
欧盟超级电网计划、新加坡微网示范、
韩国济州岛均从不同目标和技术切
入，探索智能电网的可能性。而在国
内，上海世博园智能电网综合示范工
程，以及国家电网公司去年启动的中
新天津生态城智能电网综合示范园
区，也不同程度地拓展了智能电网的
版图。

但像崇明岛这般大面积、多功
能，融合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
电和调度各个环节的智能电网建设，
在国内外也属创新。国家科技部高
新司能交处处长郑方能参观过韩国
济州岛的智能电网，他表示，相比之
下，“崇明岛离城市更近，各方面的资
源也占据优势，只要科学规划，努力
建设，完全能打造成有国际影响的智
能电网示范区”。

“在崇明岛建设全覆盖的智能电
网，应当是百年大计，因此凸显规划的
重要性。”翁史烈强调。

以风力资源为例，据项目组预估，

崇明岛可开发风能大约在 2910 兆
瓦。根据地理环境的特点，拟在崇明
岛、长兴岛和横沙岛兴建三个路上风
电场，可装风力发电机 460 兆瓦。上
海新能源协会教授崔剑仇指出，风电
确实是崇明的强势资源，利用率较高，

“有针对性地开发崇明岛的风电，既符
合崇明岛的整体规划，也有利于智能
电网进程的推进”。

崇明岛的产业布局以农业为主，
秸秆等农作物储量丰富，禽类、畜类养
殖也会产生大量废弃物。翁史烈直
言：“这些废弃物如果不及时利用，也
很容易造成对环境的危害。如何根据
崇明的特点进行生物质能发电的规
划，也成为智能电网建设必须思考的
问题。”

除了能源利用，智能电网的规划
还附带了公共服务功能。在项目建设
方案中，全岛将形成电动汽车双向供
能体系，汽车充电、放电、换电甚至加
氢、制氢，都将实现“一岛通”。岛上商
务楼宇、办公室也将纳入高端用户用
能双向互动的体系，根据实际需要即
时调整用电量，保障综合用电的平稳
运转。

专家也强调，应当推广崇明智能
电网试点的经验，为中国乃至世界的
智能电网建设服务。华中科技大学电
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程时杰指出：

“综合集成示范，不仅仅是演示，而是要
带动发展。因此，在崇明建设智能电
网，应当将注意力集中在值得推广的
经验上。”卢强也认为，在崇明智能电网
建设方案中，应当对产出做一个更清
晰的梳理。“崇明建设智能电网，为生态
农业、花卉种植、旅游业带来多少产出，
可以有更明细的计算。”

随着崇明岛深入建设智能电网
示范区，一批风电、生物质发电项目
已破土动工。相应地，大量新技术、
新设备、新材料也相继伴生，这将在
崇明岛附近集聚一批智能电网的相
关产业。产业链的健全，无疑将为
推进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
构调整提供更多机会，新能源和传
统电力工业的转型和产业能级提升
也已箭在弦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金秋的阳光下，一片空旷草滩，一
条木栈道蜿蜒伸向海边。记者和袁赛
军走在栈道上，周边一个人影也没有。

这里是位于我国第三大岛――崇
明岛最东端、长江入海口的上海东滩
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袁赛军是保
护区管理处管护执法科副科长兼白港
管护站站长。在他的带领下，记者走
近了“护鸟人”的工作与生活。

木栈道绵延2.3公里，从海堤伸向
东海滩，这是为了方便科考人员于
2009 年修建的。除白港管护站能沾
到栈道的光外，其他管护站人员巡查
全部得直接下滩涂。从大堤走到泥滩
约 4 公里，管护人员大约走 50 分钟，

“你大概1个半小时都走不下来。”小
袁不客气地说。这4公里“路”全是踩
出来的，要穿过茂密的芦苇带、踏过低
矮的藨草带、跨越深浅不一的潮沟，到
达与海域相接的光泥滩，再徒步来回
巡查。冬季穿着近5斤重的齐胸连身
防水裤，每一脚都陷进稀软的淤泥再
拔出来，一趟巡视下来，再低的气温，
防水裤里都被汗浸湿了。除体能外，
还要对地形熟悉。由于潮汐运动，滩
涂里被冲刷出一条条“小河”——潮
沟，深浅、宽窄不一，还会随潮汐发生
变化。有天夜里，小袁与同伴去执法，
不慎一脚踏进潮沟，大腿顿时陷入淤
泥里。正值退潮，水位很低，但沟底淤
泥十分松软。小袁下意识地挣扎，结

果越陷越深，才十几秒，淤泥已到了胸
口，最后是两个伙伴把他拽出来的。

“我们管护执法，至少要两人一组，彼
此有个照应。”

保护区总面积241.55平方公里，
进入保护区的陆路主要有 5 个道口，
保护区管理处在5个道口建了5个管
护站，并设置管护哨卡，将入区人员管
理前移。不过，管护站的工作可是又
辛苦又单调。白港管护站道口哨卡是
一个不到1平方米的小木棚加一条横
拦的铁链，值班的年轻人姓张，才二十
出头，脸被晒得黑红黑红的，看上去比
实际年龄大。

走进管护站，小小的三室一厅，厅
是办公室，两间宿舍，一间物资储备

间，非常简单。打开当天的巡护监测
日记，监测里程是“12.1公里”。每天，
管护人员要徒步查看人员、船只的活
动情况，监测鸟类的数量、状态。2008
年至2010年9月底，保护区共出动巡
护人员9000多人次，巡护里程达8万
多公里；累计巡护时间4万多小时，共
制止和处置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100
多起。

保护区管理处是“护鸟人”的大本
营，走进小楼，迎面一幅候鸟迁徙图，
大陆板块之间，粗壮的曲线划出鸟类
的飞行轨迹。“保护区成立于 1998 年
11 月，是东北亚鹤类、雁鸭类及东亚
—澳大利亚鸻鹬类迁徙路线的重要组
成部分。”管理处副主任张则乐如数家

珍。据统计，每年在东滩湿地栖息或
过境的候鸟超过100万只次。

60%的水域，40%的潮间带滩涂，
总长 43 公里的岸线，随时都得盯着，
不能有一刻松懈。

东滩迁徙鸟类活动最频繁的是
11月至来年4月期间，偷猎等违法行
为通常也集中在这段时期。近几年
来，保护区组织了冬季“夜鹰行动”、春
季“春隼行动”等专项执法，为鸟类张
开了一张张安全网。

去年 9 月，保护区管理处引进了
现代化视频监控系统，10个监控摄像
仪分别设在管理处、管护站及鸟类集
中区域，24小时远程实时监控。今年
2月，正是通过这一监控体系，保护区
管理处及时发现撒毒药偷捕现象，迅
速出击，人赃俱获。

保护区管理处还经常和相关部门
联合行动，清除地笼、粘网、定制网及
超区域设置螃蜞落缸等，防止误捕、误
伤鸟类。至今他们已解救鸟类32只，
包括两只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在执法的同时，我们还加强宣传
力度。至今我们已连续3年未发现利
用网捕偷捕鸻鹬鸟类的违法活动了，
其他偷捕行为也基本得到遏制。”张则
乐颇为自豪。

“护鸟人”的艰辛付出，让东滩迁
徙鸟儿们有了栖息的天堂。

□稿件来源：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