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日，2018崇明人发展大
会召开。该如何准确地形容这次大
会呢？它像是一次崇明人的大聚
会，却比聚会少了些许欢快，多了几
分严肃；它也像是生态岛国际论坛
的本土版，但比论坛少了一点学者
的专业，多出许多真挚和热忱的情
感。事实上，从现场此起彼伏的掌
声和每个人脸上全神贯注的神情
中，你就能意识到：无论从未远行，
抑或出走半生；不管“居庙堂之高”，
还是“处江湖之远”，每个崇明人都
愿意为家乡的未来发展贡献智慧和
力量。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光荣
和梦想。

今 年 是 崇 明 成 陆 1400年 。
1400年，崇明岛从露出江面的小小
沙洲变成了如今的世界最大河口冲
积岛，崇明人在垦拓荒地的同时，也
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崇明文
化。大会邀请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
部原副部长宋超和原南京军区装备
部副部长黄企生，“一文一武”两位
崇明乡贤围绕“传承发扬和创新培
育崇明文化，助力崇明世界级生态
岛建设”的主题，谈了各自对崇明文
化的理解。

宋超说，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是
一项全新的、高要求的事业，充满着
困难和挑战，需要有开拓的意识和
创新的文化。着力弘扬开拓性创新
文化，已成为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极
其重要的任务。

扎实有效地开展创新文化建
设，一定要牢牢把握其核心诉求、主
旨所在、重心所在、主流所在，真正
形成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必需的文化
氛围。拥有创新文化的自觉，谋划
发展才会有更高的立意，更为宽广
的视野。可以从提倡变革、提倡突
破、提倡开拓、提倡开放、提倡务实
等若干基本点切入，孕育和弘扬创
新文化，把创新文化融入到我们的
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去。宋超表
示，仅以改革开放40年而论，在不
同的时间段，崇明从来不缺乏创新
实践和与其相一致的创新文化。我
们特别需要注重产生于创新实践之
中的创新文化，对此加以总结提炼，
加以弘扬。特别需要注重崇明创新
文化的与时俱进，增强对标意识和
忧患意识。特别需要注重崇明创新
文化的不断提升，努力增强现代化
成分和科技含量，始终走在时代前
列。特别需要注重崇明创新文化的
根基，既源自于自身实践，自身的优
秀传统，又汇聚各方新鲜的、有益的
智慧。

黄企生认为，垦拓精神是崇明
文化之源、之根、之魂。在世界级生
态岛建设进入爬坡攻坚的关键阶
段，特别需要传承和弘扬垦拓文
化。垦，是垦荒，是开垦，是崇明人
民直面困难、不惧挑战，向未开掘的
领域不懈拼搏奋斗；拓，是开拓，是
拓展，是崇明人民永不知足、从不懈
怠，向未知领域开创拓展。垦为创
业，拓为创新，垦为筑基，拓为远
行。这种文化，是崇明1400年的筚
路蓝缕岁月中积淀而成独有的特
质、气度、神韵，很难甚至不可复制，
它是崇明的原创版权，也是一张靓
丽的文化名片。在黄企生的理解
中，垦拓文化应该有三大“内在基
因”：一是愈挫愈勇的反脆弱能力。
无论遭遇什么艰难险阻，崇明人民
从不屈服，从不服输，从不言败，誓
与命运抗争到底。二是不达目的誓
不休的胜战精神。认准的事，看准
的路，充满必胜的信念和豪迈的气

概，即使身陷逆境，也要杀开一条血
路，置之死地而后生，昂首挺立。三是
谋定而后动的智慧韬略。这种文化是
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碰撞后的结晶，
彰显包容性、多元性和张力性，游刃有
余，进退自如，该舍得时舍得，该坚守
时必坚守，该出手时毫无畏惧，既在传
承中发展，更在发展中蜕变。以近代
中国当时最先进的崇明沙船扬帆远航
为标志到现在率先站在生态文明的潮
头，都是对垦拓文化作了最生动的
诠释。

崇明的生态农业“火”了。今年陆
续推出的“两无化”大米、金沙橘成为
高品质农产品的代名词。未来世界级
生态岛的农业又会是什么样子？大会
邀请到两位在崇明的土地上默默耕耘
的“外乡人”，听听他们的真知灼见。

正大集团农牧食品企业（中国区）
资深副董事长邢继宪说，实现农牧食
品业未来可持续发展，要立足于农业、
农村、农民和利国、利民、利企业的理
念，整合协调一二三产业、政府力量、
社会力量、企业力量与金融、产业、贸
易三同步，实现生态、生产、生活——

“三生”融合。
当前，土壤、水、空气污染破坏着

生态环境，病毒、细菌、微生物、病虫害
导致动植物大量死亡、减产，以及真菌
毒素、重金属残留等危害着食品安全，
迫切需要发展全产业链，实现可追溯、
可防控。这就进一步提高了农牧业的
门槛，必须要用工业化理念做现代农
牧业。一方面，现代农牧食品业要依
靠基因工程、生物工程、化学物理工程
以及自动化、智能化、物联网、AI、数
据的运用来支撑；另一方面，现代农牧
食品业的高标准背后是高科技，高科
技在环保标准、生产标准、技术标准、
效率标准、安全标准和质量体系制定、
建设等方面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以实
现最高、最严标准的落实。

上海万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震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要求农产品从“能用”升级成“好
用”甚至能带来“享受”，消费结构升级
和消费习惯的改变，对农产品新消费
提出两大需求：一是要有线下的“消费
场景”，提供体验式消费和定制化服
务，二是产品高性价比，品质卓越，价
格合理，服务高效。我们把崇明的农
场搬进了市中心的大商场里，用商超

场景、餐饮场景、烹饪课堂、种植教室
等多样化内容融合为消费者提供丰富
的线下体验，通过线上线下数据的融
通为智能商业分析提供数据，进而帮
助农场安排好种植计划，带动线上农
场营销，实现农产品销售升级。

黄震表示，未来还要实现农产品
追溯管理2.0，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实现
农事记录自动化。稻田物联网及画像
系统，通过水稻田里的探测仪实时将

“两无化”水稻田里的空气、水、农残等
数据实时上传到云服务器中。通过大
数据分析病虫害识别技术，用智能手
机就能给蔬菜看病。智能养羊系统，
通过羊脸识别和红外线测体温技术，
分析出这头羊的体温上升是因为运动
还是生病引起的，这将大大节省人
力。现在1000只羊管理需要7人，未
来1万只羊也只要7人即可。最后将
所有农产品信息通过区块链技术上
链，做到所有信息不可更改撤销，大大
增强追溯信息的安全性和真实性。这
样才能保证产地、过程可信，让崇明优
质的农产品能够卖出优质的价格。

崇明不仅有高品质农业，高端制
造业，也有抒情惬意的生态农趣。当
前，崇明正全力建设全域5A景区，推
动旅游产业和农业、文化、体育、健康
等产业融合的大旅游格局，生态旅游
品质明显提升。在大会主题为“构建

‘多旅融合’格局，提升全域生态旅游
发展能级”的圆桌论坛上，一位土生土
长的崇明人和一位来自宝岛台湾的新
崇明人分别从酒店管理者和民宿经营
者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

上海香朵开心农场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赖岳军出生于台湾，他在
香朵开心农场的建设和运营过程中，
体会到乡村旅游作为现代旅游文化新
单元，展现出了极强的发展潜力。赖
岳军认为2021年的花博会，将会给崇
明开心农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
开心农场也必须作进一步的提升。

一是优化产品供给，提供更丰富
的旅游体验，围绕花博会和生态两大
主题，打造特色体验项目。二是加强
与周边旅游景点的合作，联合周边景
区，结合花卉文化、乡村文化、民俗文
化和生态资源，为前来住宿的游客设
计乡村度假、亲子休闲、运动观光等精
品游玩线路。三是进一步提升开心农
场的接待能级和环境品质。接待能级

提升上，继续与周边村民开展合作，
租赁农户房屋，提升住宿接待能力；
环境提升上，结合花卉主题，推进花
宅、花路、花溪建设，将开心农场里
的房屋、道路、林地都打造成一道风
景，通过整体花卉景观建设，形成乡
村田园气息和城市精致气质完美浸
润的休闲特色空间。

希尔顿集团、大中华区及蒙古
项目发展总裁黄德利是土生土长的
崇明人，他从酒店管理的角度畅谈
了开心农场在崇明的发展。黄德利
认为，开心农场在发展过程中，最核
心的是要注重对品牌的打造，品牌
是对消费者的承诺，首先一定要用
心打造，经久不衰的品牌都有自己
强烈的品牌印记，要树立一个立意
美妙的品牌愿景，从情感上打动客
户，并制订目标明确、有效可行的战
略，坚持不懈地累积核心品牌资产，
才能有条件成为大家真正热爱的品
牌。品牌还需要大力推广，这些年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让我们
可以更精准、更有效地进行从认知
到培养兴趣，到消费购买，以及到形
成忠诚度的全域营销。花博会是一
个很好的品牌展示和推广平台，开
心农场要借好这个东风进行资源整
合推广。

关于花博会的住宿接待问题，
黄德利认为不能单追求速度和规
模，更需要的是品质。酒店的规模
大小、硬件档次、装修繁简可以各不
相同，然而服务的精神必须统一，可
以由有经验的酒店集团或品牌牵
头，制订一份服务手册或指南，并由
政府或第三方组织设立满意度调查
和奖评体系，以促进整体进步和长
期保障；同时，要重视住宿业人才的
引进和培养，为2021年花博会以及
今后的持续提升做好人才储备。

对于这次盛会，主持人董卿用
了这样的结束语：月是故乡明，人是
故乡亲，无论我们离家有多久、有多
远，最难割舍的是故乡情怀，最难忘
却的是故乡山水，最想吃到的是故
乡饭菜，最想听到的是乡音乡韵，最
想做到的是能为家乡贡献自己的力
量。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短短的
两天时间远远不够我们把家乡看个
遍，但心系家乡的热情将不断延续，
让我们继续怀着对家乡的依恋和热
忱之心，共同助力崇明世界级生态
岛建设。愿我们的家乡越来越美
好，愿我们的世界级生态岛梦想早
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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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改变未来农业

□ 记者 丁沈凯

——2018崇明人发展大会侧记

创新和传承一个不能少

为了我们共同的光荣和梦想

自今年5月到横沙工作
以来，除了担任乡组织委员
以外，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河长。对于我来说，河
长制工作虽然早就听说，但
从未接触过，连最起码的河
道数量、在哪儿都不知道。
在此基础上，我主动联系乡
河长制办公室，在工作人员
的带领下，认清了我担任河
长的3条乡级河道，114条村
级河道、民沟所在位置及周
边情况。2018年全区全面
打响了消除黑臭、劣V类水
体的攻坚战，在今年区委、区
政府下发的消除劣V类及黑
臭河道任务中，我所担任河
长的 3条乡级河道中，东海
河是黑臭河道、惠民支河是
劣V类河道。所辖民星村、
新联村两村共有河道114条
段，其中黑臭河道2条，劣V
类河道38条。

接到任务伊始，我第一
时间了解乡级河道消除劣
V类及黑臭“一河一策”编
制情况，了解整治目标、措
施 、方 案 ，提 出 合 理 化 建
议。在具体工作中，一是落
实河长责任。在巡河过程
中，有针对性地对问题河道
进行巡河，在 9、10月份的
巡河过程中，共计开出河道
问题整改清单 23张，要求
涉及的各村、单位在规定时
间内整改完毕。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结
合我曾经在区环保局工作的
经历，查找、分析河道劣 V
类、黑臭原因，比如黑臭河道
东海河，主要超标因子为总
磷超标，溶解氧偏低，通过请
教原来的老同事，初步判定
为农村生活污水大量入河，
结合东海河周边各村农村生
活污水施工的现状，问题显
而易见。对于东海河的治理
思路应该是加强施工期间的
引清调水及施工后的长效管
理，同时要针对超标因子，补
种相应的水生植物减少河道
总磷存量。

三是加强统筹推进。劣
V类河道惠民支河已列入今
年河道生态整治计划，对于
这条河道就要减少相应的工
程性措施，要以减少点源面
源污染、增加断面监测、沟通
沿线水系等长效管理措施作
为切入点，做到标本兼治。
四是广泛发动群众。对于村
级河道、民沟上的劣V类及
黑臭河道，最终的受益者、使
用者是周边的居民，在这个
基础上，我在日常的巡河过
程中，经常与周边居民拉拉
家常，听取群众对于河道整
治的想法，既能拓宽自己治
河的思路，同时也是宣传爱
水护河的契机，为日后的长
效管理带来益处。

根据我乡工作部署，到
11月底，在今年消除劣V类
及黑臭河道的任务全部完成
的基础上，还要提前完成部
分明年的任务量，虽然时间
紧、任务重、困难多，但我必
将全力以赴消除劣V类及黑
臭河道，为横沙打赢“碧水攻
坚战”添砖加瓦。

全力以赴消除
黑臭及劣V类河道

乡一级河长 孙现印

▲认真聆听 周天舒 摄影

履行认河识河巡河治河职责

借“东风”提升旅游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