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 5日下午，2018上海崇明
生态岛国际论坛的两大分论坛：

“培育与世界级生态岛相匹配的
生态系统”和“都市现代绿色农
业”同时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众
多生态与农业专家围绕主题，为
崇明未来发展支招献策，让所有
参会者进行了一次具有国际水准
的“头脑风暴”。

建设世界级生态岛是我们中国
人的梦想，也是我们将来的目标，但
是我相信建设世界级生态岛更是全
球生态学界的挑战。我认为，生态
岛必须建立在生态学原理的基础
上，同时应该是独特的、“土著”的，
整个系统从结构上来说是完整的，
因为它的功能和机能是稳定的而且
能够在变化的环境下不断地持续它
的机能，从而成为一个健康的生态
岛，成为上海、崇明的生态屏障。任
何影响这些因素的外部因子都可能
会影响到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影响
这些因素的外部环境因子有很多，
我只谈一下生物入侵是如何影响生
态岛的，以及我们如何防范生物入
侵问题。

一个物种从另外一个地方来
到崇明，在这里繁殖、形成自然种
群，对环境、经济、社会、人类造成
影响，这种物种被叫做入侵外来
者。在生物学上，这些物种到了
这里以后能存活、繁殖，能够进行
扩张，这就是入侵种。崇明生态
岛建设涉及到人流物流的增加、
城市化过程的加快。此外，一些
其他的经济、社会、商业的活动将
会在崇明举行，这些活动很有可
能带来潜在的生态风险。比如举
办花博会，会有大量的植物，包括
土壤种子来到崇明，有很多游客、
展商、交通干扰崇明，这些因素很
有可能给崇明带来进一步的生物
入侵的风险。我建议，2021年第
十届中国花博会举办之前，崇明
要建立防御外来物种入侵的生态
防火墙，并做好四方面工作。第
一，展商准入条件，对他们的底细
要清楚，要知道他们展出物种的
清单。第二，必须有害虫监控和
预警系统。第三，我们需要有绿
色防控措施。包括物理方法、化
学方法、生物方法的控制。第四，
对于展后的植物材料以及其他的
遗留物要进行无害化处理，才能
有效控制生物入侵问题。

崇明是世界级的生态岛，它不光
是资源禀赋放在那边，还要转换为经
济价值，要变成金山银山。

第一，要立足绿水青山转化，更
要跳出这个空间发挥辐射带动效应、
配套效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做
大做强绿水青山经济。每个地方都
有内生性产业和外生性产业，内生性
产业本来就是金山银山的产业，依赖
于资源生态的，但这些东西还是有限
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辐射、放大、配
套，服务业跟上，第三产业跟上。我
们现在很多地方资源生态不错，但是
发展瓶颈非常大，基础设施不行，配
套跟不上，服务业跟不上。人家来了
以后，马上就走了，根本没有办法消
费，根本没有办法住在这里，所以这
是我们值得思考的。

第二，要创新绿色发展经营理
念，鼓励绿色消费方式。政府必须
在打造城市绿色消费市场的同时高
度重视产地，产地的绿色消费市场
打造要绿色化、生态化、特色化、品
牌化、电商组织化有机结合，推进生
态认证，地理标志认证，提升绿水青
山产品和服务附加值。在我看来，

崇明岛就有很多“原产地”，这些东
西现在到底怎么样？崇明特有的东
西，都有溢价能力，政府要关注和培
育好。

第三，要创新绿色发展制度，激活
绿色发展新动能。首先要创新绿色发
展保护制度，就是生态补偿。实现补
偿水平多元化，差异化补偿等等问题，
不光是政府的事，还要全社会共同
参与。

我们要建立完善多维度绿色发展
激励约束机制，强化生态环境问责制
度，做到对生态环境治理、企业进入门
槛、产业转型升级、社会消费行为以及
绿色发展评价的约束。

我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相聚崇
明，我来到中国有好几次，去年5月份
的时候我也来到崇明，当时这里给我
留下了深刻印象。崇明非常重视绿色
以及环境保护，甚至建立了动物保护
区，我对此非常赞赏。

以色列一半以上的国土实际上都
是被沙漠覆盖，但是我们必须要向越
来越多的人口提供新鲜的农产品。为
了生产更多更好的食品，我们必须要
建立非常高效的沟通机制，一定要推

动三角当中各方的沟通，三角机制
首先就是研究，第二就是扩展服务，
或者是延伸服务，第三就是农民，一
定要推动这三方之间的沟通机制。
同时，我们也发现要提升粮食安
全。必须要关注以下的事宜，首先
就是水和灌溉。

我们必须要向越来越多的人
口提供食物，同时我们又面临水
的短缺，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更
高效的灌溉设备，能够实现最高
的水使用效率。我们采用滴灌系
统，以及喷灌系统。同时我们还
采用灌溉和施肥相结合一体化的
技术，这样才能够实现植物最优
化的生长。这么多年以来，以色
列甚至过度使用了水资源，一度
耗干了当时的水库。所以我们才
决定利用好每一滴水来进行农业
灌溉。

同时还有种子，以色列也参与
到生产和营销新品种过程当中，
希望能够满足客户更多的需求。
我们希望能够开发高产量，有着
更高的保质期，能够耐药和耐虫
害品种。第三就是温室以及受控
的，或者是受保护的环境。这种
受保护受控制的种植环境，典型
的代表就是温室以及玻璃的温室
已经成为以色列种植的主要环
境，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终年提
供高质量的产品，同时减少化肥
的使用。这种方法实际上有效避
免了土地和水的短缺给我们带来
的影响，以及复杂的环境给我们
带来的影响。

在谈了研发之后，我觉得很自
然而然应该来谈一谈精准农业，
精准农业实际上就是农场管理的
方法，利用信息技术来确保获得
最优的产量。精准农业的目标就
是确保可持续保护，精准农业同
时涉及到专家的管理。精准农业
是依赖非常专业的设备和软件，
还有 IT服务。我们采用移动设
备、无人机、云技术，还有其他的
一些先进技术，推动农业发展，帮
助小农的发展。精准农业就像是
药品一样，每一株植物都可以获
取自己需要的，这样农民就可以
节省水的使用，而且能够减少农
药，与此同时又能够保护环境。
过去农民早上必须要很早起床来
检查所有的庄稼，但是现在农民
就可以待在家里，可以等到下午
才去田里面检查田地庄稼成长的
情况，他们其实只需要打开手机
上的 APP来照一张照片，把照片
发送给技术公司，这样就能够获
得相关的一些建议，知道如何进
行灌溉，或者是需要多少水来进
行灌溉，甚至获得相关的灌溉知
识。（摄影 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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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传统文化

西沙?明珠湖路南横引河桥浇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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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夏秋季节，水灵灵、甜滋
滋的葡萄是“吃货”们的最爱。位于堡
镇菜园村的上海惠惠葡萄种植专业合
作社，经过七八月阳光雨露滋养，晚熟
葡萄获取了充足养分，目前已迎来采
摘的最佳时期。

走进园内，只见一排排葡萄架上
缠满了绿油油的葡萄藤，上面挂着一
串串“穿着白衣”的葡萄。据了解，这
里种植了阳光玫瑰、夏黑、黄金指、醉
金香等10多个品种的葡萄。种植过
程无公害、零污染，这里的葡萄还荣获
了“绿色食品”认证。

“崇明水洁土净，生态岛优良的自
然环境是葡萄生长的最佳养料。”合作
社负责人介绍，为保证自然成熟，合作
社坚决不使用催熟手段，葡萄上市时
间要比其他地方晚一两个月。由于全
过程坚持施有机肥、人口除草，遵循自
然农法，口感和品质均好于往年。

值得一提的是，合作社在自身发
展的同时，还带动困难群众一起致
富。在葡萄园里，几位养护人员便来
自崇明“结对帮扶”的云南省临沧市永
德县。一对夫妇还在葡萄园内饲养云
南家乡特产土鸡，大力发展林下经济，
在崇明岛上书写了一段两地结对帮
扶、共同致富的佳话。

本报讯 9月6日，区市场监管局
在18个乡镇展开“2018食监利剑”专
项行动。

此次行动分为 19个专项执法检
查组，就区内学校食堂、医院食堂、企
事业单位食堂、月饼、糕点类制售单位
和食品生产单位展开飞行检查、交叉
执法。行动采取事先不通知、不打招
呼、随机抽取检查对象的方式。

行动中，执法人员对照标准，从现
场环境、原料采购、加工制作、餐具清
洗消毒、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多个方
面进行仔细检查，并对餐饮具及加工
环节ATP、食物中心温度等项进行检
测。现场发现问题，现场责令整改。

记者跟随其中一组来到一家学校
食堂，执法人员发现地面有积水、部分
工作人员未按照规定佩戴口罩等情
况。针对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
要求校方进行整改并约谈校方负责
人，后期还将进一步跟踪落实情况。

据悉，此次行动共检查中小学校食
堂49户，医院食堂5户，月饼糕点类制
售单位19户，其他类食品生产经营户
22户。检查中发现问题现场责令整改
49起，对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
依法予以立案查处4起。

这是今年7月以来区市场监管局
第四次组织开展专项行动，有效地规范
了本区食品生产经营秩序，增强了市民
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区市场监管局展开
“2018食监利剑”专项行动

本报讯 作为西沙?明珠湖景区道
路改造工程的重要一部分，西沙?明珠
湖路南横引河大桥主跨近日浇筑完
成，这条跨越主干河道——南横引河
的大桥，是崇明岛内最大的公路桥，建
成通车后，将极大改善西部景区的交
通出行。

西沙?明珠湖路段改造工程，南起
规划中的崇明大道，北至三华公路，全
线总长约3公里，宽为50米，其中，大
桥单孔最大跨度达到 50米，主桥长

120米，引桥长 80米，桥梁总长 200
米，桥面宽24米，大桥的整体施工工
艺和原材料质量，全部采用国际一流
设计，抗震、防风、防水、防撞，环保达
标，达到百年一遇标准。

在浇筑现场，施工人员利用两台
水泥泵车，总浇筑混凝土近千立方，花
时8个小时。据了解，西沙?明珠湖路
段改造工程，绿化带为20米，道路为
双向 4快 2慢三级公路，设计时速为
40公里。工程建成后，西沙?明珠湖
景区环境和旅游基础设施得到有效改
善，进一步缓解西沙?明珠湖景区节假

日高峰拥堵问题，大大方便周围地区
百姓的日常出行，提升崇明西部地区
游客接待能力和生态承压能力。

整个工程自2017年12月19日开
工启动以来，已经历经 270多天时
间。施工期间，建设方和施工单位始
终坚持安全第一，全面实施安全防护
措施。

目前，道路、箱梁的建造、桥梁下
部结构已基本完成，工程管理、工程监
理符合设计要求，实现了无事故和无
安全隐患，并经受了连续高温和多次
台风袭击的考验。

本报讯 近日，崇明老白酒非遗传
承人顾涛来到陈家镇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为老白酒爱好者们上了一堂酿酒
培训课。

顾涛从各种工序上进行深入浅出
的教学，指导学员们制作出口味更佳
的崇明老白酒。随后，顾涛还拿出亲
自酿造的老白酒，给大家品尝，学员们
赞不绝口。

据悉，陈家镇每月会开展此类“非
遗在社区”活动，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防范生物入侵办好花博会防范生物入侵办好花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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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者认真聆听 ▲ 专家发言

▲ 分论坛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