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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山县正加大柠檬种植基地的建设，努力打造“香水柠檬之都”。 □本报记者 刘思弘 摄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收获

时节，来到位于大理州巍山县的黑

潓江畔，曾经荒芜的土地焕发出了

勃勃生机——一片片金灿灿的柠

檬令人目不暇接。大江边的“巍小

檬”，不仅为当地群众带来致富的

新希望，也见证了浦东大理东西部

扶贫协作的成果。

大家口中的“巍小檬”，全称叫

作台湾无籽香水柠檬，顾名思义拥

有无籽、味香的特点，同时它一年

四季都能开花结果，经济价值

高。如今，巍山县持续加大柠檬

种植基地的建设，紧紧抓住产业

发展这一“牛鼻子”，全面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而目标是打造“中国四季香水柠

檬之都”。

之所以选择柠檬产业，缘于巍

山本身地理上的特征。巍山县拥

有不少海拔低、气温高、日照强的

亚热带高原干热河谷，土地偏酸

性，非常适合柠檬生长，当地本身

也有种植柠檬的传统。在东西部

扶贫协作中，当地政府在深入调

研的基础上，决定将柠檬产业作

为县农业重点产业之一来布局。

种植的地点选择在最合适的

地方。作为澜沧江的支流，黑潓江

从巍山县穿流而过，但由于水利基

础设施落后，黑潓江沿岸土地曾经

大片闲置。2019年 5月，这里种上

了一片片整齐的柠檬树苗，目前整

个巍山县已累计种植柠檬 1.1 万

亩。

产业蓬勃发展中，浦东力量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巍山县古城

村，有一个占地 120亩的柠檬种苗

繁育和种植示范基地，这里一年能

生产脱毒种苗 200万株，可以说是

巍山柠檬产业的根据地，它由沪滇

资金援助建成。2019年，巍山县在

青华乡、五印乡、马鞍山乡、牛街乡

率先种植的1000亩柠檬，也离不开

浦东送去的援助。

大量建档立卡贫困户也受益

于柠檬产业的发展，得以脱贫致

富。据统计，2019年巍山县有1254
人通过沪滇柠檬产业发展项目受

益，2020 年这个数字达到 2590
人。巍山县计划在3至5年的时间

里，在6个乡镇种植柠檬5万亩，届

时将有 4522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直接受益。

此外，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

“四块钱”也丰富起来。“四块钱”即

土地流转、就近务工、村集体分红、

公益性岗位工资 4份收入，大家的

收入来源多起来了，“两不愁、三保

障”问题也得到妥善解决。

随着一棵棵“巍小檬”茁壮成

长，一个满目青葱、香飘四季的新

产业将在这片大地开花结果。“酸

柠檬”成为百姓过上好日子的“甜

果子”，巍山也将迎来一个大特产、

大产业、大机遇，在告别贫困、走向

乡村振兴、奔向全面小康的道路上

越走越宽阔。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上海公民科学素质在全国领先，平均每

42万人拥有一座科普场馆，基本形成数量充足、类型多样、功能齐全

的科普设施框架体系。近日召开的 2021年上海市科普工作联席会

议上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上海科普“十三五”规划目标全面完成，

优质科普资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相

匹配的科普工作格局加速形成。

会议透露，截至 2020年底，上海共有示范性科普场馆 57家，基

础性科普基地 275家，青少年科学创新实践工作站 32个，平均每 42
万人就拥有一座科普场馆。

其中，位于浦东的上海科技馆连续入选全球最受欢迎博物馆前

十，上海天文馆建设工程稳步推进，中国航海博物馆等一批科普场

馆的社会美誉度及影响力不断提升。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十三五”期间，上

海科普不断强化品牌培育，持续提升优质科普资源供给能力，在设

施建设、活动举办、内容创制、渠道拓展等方面，培育形成一批具

有鲜明特色的科普品牌，社会影响和社会效益逐步提升。如科学

家纪录片《报国之路》《诗与真》分别荣获中美电影节最佳纪录片

金天使奖；上海创制的《十万个为什么》等 8部图书被评为全国优

秀科普作品；《量子通信卫星》等 18 部微视频被评为全国优秀科

普微视频。

此外，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科学普及作为抗疫的重

要手段、最强有力的武器之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科普联席会

议各成员单位迅速应对、协同联动、资源共享，第一时间构建了防疫

科普矩阵，及时将科学的防疫知识和准确的信息向公众普及宣传，

助力疫情防控和公众心理疏导。

据悉，“十四五”时期，上海将推动科普事业实现更加充分、更

加平衡的高质量发展，努力打造全国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标杆

城市。

本报讯（记者 沈馨艺）昨日，上海市政府举办市政府新闻发布

会，市农业农村委介绍了最新出台的《上海市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行动方案（2021-2025年）》相关情况。根据《行动方案》，浦东新区将

重点打造生鲜蔬菜产业片区和品牌瓜果产业片区。

农业高质量发展是上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基础。近年来，上海粮食和“莱篮子”生产

能力保持稳定，完成农业“三区”划定工作，共划定 136.49万亩，其

中，粮食生产功能区 80.32 万亩，蔬菜生产保护区 49.07 万亩（313
个保护片），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7.1万亩（13个优势区），确保农业

基本生产用地；地产农产品数量基本稳定，全市粮食总产量稳定

在 90万吨以上，常年蔬菜面积稳定在 50万亩左右，蔬菜自给率保

持在 40%左右，绿叶菜自给率保持在 80%左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稳步推进，畜禽养殖规模化率达到 97%，水产健康养殖示范面积

比重达到 75%以上。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2018-2019 年

上海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79.09%；农业物质装备和信息化建设力

度不断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升；全市

绿色食品认证产量占地产农产品总产量已达 24%，农业生态环境

明显改善，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近 98%，主要农作物秸

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6.5%；经过多年的实践与努力，郊区农业已初

步探索出具有上海特色的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发展模式，发展水平

处于全国领先。

为加快推进相关工作，本市研究制定了《行动方案》，《行动方

案》提出了总体目标、5大行动、13个先行片区。

《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5年，基本建立农业高质量发展制度框

架体系。五大行动包括：绿色循环发展行动；科技装备提升行动；经

营主体培育行动；特色品牌建设行动；产业融合增效行动。

根据《行动方案》，上海市将依托各区农业资源禀赋和特色产业

发展基础，全力打造13个规划定位明晰、资源要素集聚、品牌优势突

出、生产方式绿色、技术装备先进、产业融合创新的绿色田园先行片

区，示范引领都市现代绿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其中，浦东新区重点

打造生鲜蔬菜产业片区和品牌瓜果产业片区，金山区重点打造特色

果蔬产业片区和农旅融合产业片区，崇明区建设现代畜禽养殖产业

片区和高端设施农业产业片区，嘉定区建设数字化无人农场产业片

区，松江区打造优质食味稻米产业片区，奉贤区重点建设东方桃源

综合产业片区，青浦区打造绿色生态立体农业片区，宝山区打造乡

村康养产业片区，闵行区建设都市田园农业片区，光明集团打造现

代种养循环产业片区。

而在保障机制方面，上海将建立工作推进机制、财政金融保障

机制、规划用地支撑机制、人才培养机制、监测评估机制五个保障机

制。

据介绍，《行动方案》的相关内容也与乡村振兴“十四五”规划做

了有效衔接，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更好指导未来一个时期上海都市现

代绿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兴旺。下一步，本市将全力实施

好《行动方案》，抢抓实施乡村振兴和质量兴农战略带来的重要机

遇，不断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高水平推进都市现代绿色农

业发展。

■本报记者 严静雯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启

之年，也是三林快速城市化、全面

转型期的重要一年。近日，中国共

产党浦东新区三林镇第四届代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在关键时

期召开的这次党代会，为三林镇未

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三林镇将打

造科创产业的集聚区，培育经济强

镇新动能；打造民俗风情的展示

区，绘就文化名镇新画卷；打造现

代城市的品质区，增添都市重镇新

亮点；打造美丽三林的示范区，引

领宜居大镇新方向。

如何提升区域开发建设品质

成为了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据

悉，三林镇将着力打造重镇地标，

立足前滩城市中心定位，放大“金

色中环发展带”等战略优势，聚焦

前滩板块、三林楔形绿地、筠溪小

镇、新杨思地块、三林地区中心等

重点区域，坚持高起点开发建设、

高标准社会治理、高质量产业融

合。此外，全面改善城市面貌，以

创建“上海市园林街镇”为抓手，深

化“三个美丽”建设，推进市容环境

“六大提升计划”，加快推进华城步

道建设、永泰社区围墙整新、林德

路绿化景观改造、杨思路店招店牌

改造等一批项目建设。同时融合

古镇文化底蕴和高品质城区特质，

推动建设社区公园、口袋公园双公

园体系，全面提升道路绿化、居住

区绿化、立体绿化建设。

作为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古镇，

三林还将注重建管并举，提升品牌

文化软实力。以获评“中国龙狮运

动名镇”称号为契机，三林将举办

第九届上海民俗文化节、龙狮巡演

等活动，优化传统民俗文化体验，

做实做强具有上海气派、浦东特

质、三林特色的先进文化品牌，进

一步提升三林人文品质。此外，全

面推动“五大文化项目”，加强公共

文化阵地建设，提升公共文化场馆

运营品质，重点做好懿德文化中

心、前滩文化中心的启用运营。关

注非遗文创、水上运动、流量经济

等新经济新业态，提高文化产业产

出效能。

如何打造宜居大镇？三林镇

积极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依托智能

化治理，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公共

管理和公共安全能级，解决好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提升三林地

区的宜居安居指数，加快打造宜居

大镇的示范区。其中，三林将持续

深化“15分钟服务圈”建设和“家门

口”服务提质增能，开展“美丽家

园”的“三好”楼道26创建，增设“三

微”便民服务点等。三林还将全力

提高智能化治理水平，加快构建智

能化治理体系，加快由智能化向智

慧化提升。

■本报记者 李继成

沪南公路是浦东新区主干

路网体系中的一条重要城市主

干路，也是新区中部各城镇圈组

团连接的重要交通纽带。为让

这条交通纽带更加畅通，在去年

完成了北起康花路南至闸航公

路段的改建后，今年沪南公路改

建作为市重大工程已经启动，从

闸航公路直到 G1503。待这段

改建完成后，沪南公路全线将达

到双向 6 车道的规模，对提升主

干道服务水平、完善道路网络、

改善市郊道路交通环境发挥重

要作用，同时，也为充分承接临

港新片区的溢出效应，推动新区

中部城镇建设发展打下更好的

基础。

去年完成的沪南公路改建工

程已与地铁 18 号线同步竣工通

车。工程北起康花路，南至闸航公

路，全长 14.69公里，双向 6车道加

两侧慢行道。据浦东建管公司介

绍，此次改建工程西起闸航公路，

东至G1503，全长约 18.2公里。采

用双向 6快 2慢的断面形式，全线

还涉及新改建跨河桥 13座。不仅

线路更长，而且还与沪南公路污水

总管改扩建工程同步实施，改善区

域生态环境。

据 悉 ，此 次 改 建 线 路 途 经

航头镇、新场镇、宣桥镇和惠南

镇多个中心区域，交通流量大，

离居民区近，沿线还有多种管

线，对施工期交通组织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其中，申江南路

跨线桥靠近新场古镇历史风貌

保护区，在提升沪南公路通行

能力、缓解交通压力的同时，为

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的影响，

跨线桥上部结构将为采用轻量

化、预制拼装的方式施工。整

个改建工程预计 2023 年 5 月竣

工。为提高污水处理能力，改

善区域环境，沪南公路污水总

管改扩建工程也将与沪南公路

改建同步实施。

“巍小檬”带领乡亲走上致富路
浦东产业扶贫大理显成效

闸航公路至G1503段启动改建

沪南公路全线将实现双向6车道

在开发开放中转型升级

三林：绘就文化名镇新画卷

上海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行动方案出炉

浦东重点打造生鲜蔬菜
和品牌瓜果产业片区

科技馆连续跻身
全球最受欢迎博物馆前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