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城桥镇老盛昌
汤包馆、长兴镇溪语村捞面、堡镇季
星快餐等 13 家早餐门店被授予区
级早餐示范点称号。其中，4 家门
店入选 2021 年上海市早餐工程示
范点拟入围名单。

在老盛昌汤包馆，市民王先生
购买了包子、豆浆，作为早餐。“干净
方便，有很多选择。还有外送服务，
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美味早点。”

各家早餐示范点在门口醒目位
置均按要求配备橙红色为主色的

“上海早餐”灯箱标识，明亮醒目。
每家门店按照18条验收标准及“八
个一”要求，进行了因地制宜的达标
建设，店堂内外环境整洁，就餐区域
布局合理，店内餐品丰富、健康卫
生、价格亲民、消费便捷，满足不同
消费者的需求。

早餐工程是今年区政府实事项
目更是一项民心工程。未来，本区
将按照既定目标，推进早餐新增网
点和提升改造门店的示范点建设，
进一步提升市民早餐消费的便捷度
和幸福感。

本报讯 吃蟹时节快到了。绿华
镇宝岛蟹庄内，完成最后一次蜕壳
后的螃蟹将于9月底上市。

目前，崇明全区蟹养殖面积约
3.1万亩，其中2.5万亩为蟹苗养殖面
积，清水蟹成蟹养殖面积约 6000 亩，
今年产量约为 90 万斤。据宝岛蟹业
董事长黄春介绍，今年是产蟹“大
年”，单个成蟹的重量平均比去年增
加近30克。

养殖技术上，近年来宝岛蟹庄
借助现代农业工程设计、水产养殖
信息化等技术和智能化手段，摸索
出一套“内循环”养殖方法，打造“大
循环、小对流、微流水、自净化、零排
放、优质蟹”的生态高效池塘养殖
模式。

15 亩新蟹塘内，通过气体推水
装置，塘内的水体每 24 小时循环 2
次。“流水不腐，整个蟹塘中，5%的面
积不养蟹，里面种着水草，养有花白
鲢、螺蛳净化水质。”黄春介绍，“经
过处理的水再次进入蟹塘，无需排
入沟渠、河湖中。”

经多元水质传感器、温度传感
器检测，塘内平均水体溶氧水平提
升 15%，水体温度均衡性提高 10%，
池塘养殖水体水质达到国家三类水
质标准。“这样一来，就是名副其实
的‘清水蟹’了。”黄春说。

“良法”和“良种”培育出好蟹。
宝岛蟹庄的种源是上海海洋大学研
究人员从长江蟹中选育出来的“江
海 21”蟹苗品种。从蟹苗长成成蟹，
需要大约 17 个月，也就是说今年秋
天上市的成蟹，用的是去年 5 月份的
蟹苗。“每年，我们都会在原有种源
的基础上优中选优，培育出更好的
蟹苗。”

在饲料方面，以往清水蟹养殖
要投放小鱼、螺蛳等饵料，过量捕捞
会破坏渔业资源和水环境。近来，
上海海洋大学专家长时间研发而成
的人工饵料已在崇明广泛应用，清
水蟹养殖户不用投放一只螺蛳、一
条小鱼也能满足蟹的生长需求，且
品质不会逊色。

生态为本，技术加持的崇明清
水蟹路子越走越宽。最近，绿华镇
的渔光互补项目正在推进中，黄春
积 极 筹 划 ，准 备 把 蟹 养 到 光 伏 板
下。夏季高温天气，光伏板能将光
能转化为电能，还能有效遮挡炎炎
烈日，正适合喜凉的螃蟹。

本报讯 9月13日上午，市防汛指
挥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第14号
台风“灿都”防御工作，市委副书记、市
长龚正作动员部署。区委副书记、区长
缪京在崇明区分会场参加并在会后作
贯彻部署，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
照市委、市政府防汛防台工作部署要
求，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层层夯实防汛
责任，最大限度减少因台风造成的人员
财产损失，努力维护城市正常的运行秩
序，全力保障城市公共服务，夺取防御
台风“灿都”工作的全面胜利。

会上，区气象部门通报台风“灿
都”最新动态分析情况，区防汛办对做
好台风“灿都”防御工作作全面部署。

缪京指出，台风“灿都”具有强度

强、路径复杂、移速慢等特点，影响程
度和防御难度都非常高。面对严峻的
形势，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能有丝
毫的侥幸心理。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
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防汛责任人要
亲自部署，靠前指挥，逐级抓牢层层夯
实防汛责任；要强化信息共享和联防
联控，密切配合，通力协作，最大限度
减少因台风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守
住“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底线。

缪京强调，要坚持生命至上，坚决
做好转移避险工作，不怕兴师动众，不
怕劳民伤财，不怕十防九空，细之又
细、实而又实，全力做好船只进港避风
和人员的转移避险工作，做到不漏一
处、不留一人，坚决避免因撤离不及时
造成人员伤亡。要强化转移后的安置
管理工作，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做
好转移安置人员生活保障；要严格执

行24小时防汛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
用好防汛智能平台，一旦发生各类突
发事故，果断有力进行处置，要做好台
风应对知识宣传，非必要，不出门。

副 区 长 张 秩 通 参 加 电 视 电 话
会议。

又讯 台风“灿都”来临，本区风雨
明显加大，9月13日，区委副书记、区
长缪京带队实地检查防汛防台工作落
实情况。区体育馆是危险地带人员转
移临时安置点，这里转移安置城桥镇
三个地块的建筑施工人员 390 人，属
地政府已为安置人员准备了纯净水、
方便面等必要的基本生活用品，落实
了严密的防疫措施。缪京了解人员安
置情况，强调要统筹做好人员安置服
务保障与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确保
转移安置人员安心无忧。

在港西镇静南村乡村单元农民集

中安置房项目建设工地，施工单位在
台风到来之前对脚手架、塔吊等作业
设施进行了加固防护。缪京强调，要
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全面开展施
工现场设施设备、用电用水等安全检
查，及时排除各类安全隐患，同时加强
人员值守和应急处置，确保建筑工地
安全。

缪京还来到堡镇向阳一村，察看
积水小区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因地势
较低，这个小区每次遇强降雨就形成
积水，影响了市民出行。台风来临，小
区物业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利用抽水
泵预降下水道水位。缪京指出，要坚
持人民至上，检查薄弱环节，补上防汛
短板，有效防范和处置积水风险。相
关部门要协同配合，快速反应，及时排
涝，尽量减少对群众生活的影响，维护
好城市运行秩序。

“两无化”大米的肥料从这里来

夯实防汛防台责任 循环“清水”
养出优质蟹
□ 记者 施昊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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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领导部署检查台风“灿都”防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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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人买早餐又添好去处

□ 记者 张永昌

北湖农业基地近6000多亩“两无
化”大米种植的肥料从哪来？占地
300亩的恒健猪场全“承包”了。“我们
是非常‘紧密’的种养结合。”恒健猪场
技术负责人蔡会全介绍。地理上，猪
场选址北湖农业基地区域，被稻田包
围；技术上，猪场打通种养循环堵点，
形成绿色种养循环体系。

“畜禽粪污是不能直接用于田
里的。”蔡会全说。其中含有杂草种
子、虫卵等，要经过特殊处理。比如好
氧发酵中，微生物利用畜禽粪便中的

有机质、残留蛋白等，在一定温度、湿
度和充足氧气环境状态下，快速繁殖，
从而实现对畜禽废弃物有机肥加工制
作的无害化处理，既避免了环境污染，
又实现了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所谓
粪肥还田，其实是有机质还田，我们去
其糟粕，把好的营养物质留给土壤。”
蔡会全表示。

粪便和尿液分别转化为固体、液
体有机肥。猪舍下方的收集槽被设计
为斜坡，从一开始便实现“固液分离”，
降低污水有机污染物指标90%以上。
分离出的固体部分被输送到有机肥加
工中心，通过静态好氧发酵制成优质

有机肥；液体部分则通过密封厌氧发
酵工艺，生产出液体肥与沼液。

制作好肥料，还要把它用好。为
此 ，恒 健 猪 场 提 前 铺 设 一 条 长 约
18000 米的管道，贯穿整个水稻种植
区域。通过这条“大动脉”，液体有机
肥可随时灌溉到 6000 多亩的田地
中。为方便操作，猪场开发了全国第
一套沼液智能还田App系统，实现液
肥还田自动化、智能化。需要施肥时，
只要通上电，液肥自动与灌溉水按比
例混合，灌溉到农田内。除此之外，猪
场还开发了大型还田设备，抛洒面积
可覆盖单块农田。每年春耕前，固体

有机肥通过该设备均匀撒施至田间。
把“臭东西”变成“香饽饽”的不

止恒健猪场一家。根据农业农村部、
市农业农村委的要求，崇明区积极推
进 2021 年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工
作。目前，本区多个猪场、奶牛场及
其周边规模种植户纳入绿色种养循
环试点范围，根据各乡镇辖区内猪场
和奶牛场的布局规模，开展粪肥就地
就近资源化利用工作，构建“畜禽养
殖场+专业化服务主体+农户”的种
养结合模式，促进粪肥还田，推动化
肥减量，助推耕地质量提升和农业绿
色发展。

□ 记者 施昊豪

▲ 市民选购早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