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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徐阳 浦东报道

新区正以物联网建设为抓手，大

力推进电子商务和大数据建设，积极

探索信息化在现代农业建设过程中

的应用。日前，记者从新区农委获

悉，这两年，浦东新区主要从推广物

联网技术、提高涉农电子商务建设、

夯实农地系统数据基础、完善农业信

息服务四方面推进农业信息化工作，

打造具有浦东特色的“智慧农业”新

格局。

大规模推广精准农业

去年，浦东农业物联网在农业生

产环境、农业生产过程智能控制、农

业智能装备及良种繁育信息化等领

域取得明显突破。

其中的代表多利农庄，已建立

起全国范围各基地的人、车、物、信

息等监控和大数据平台，实现全国

几大市场和生产基地的智能管控，

并成为有机农业物联网技术集成和

示范平台。公司通过管控中心远程

管控各基地和市场的运营状态，提

高效率，减少成本，降低损耗，实现

标准化和规范化的精准农业运营模

式，在全国有机农业行业实现大规

模推广和应用。

多利农庄的成功实践具有以点

带面作用，同年，全区各合作社网站

百花齐放，多方式、多渠道开展了农

产品网上营销。在农协会的统一协

调下，桃咏、田博、农谷三家联合开发

电子货券系统，推出西瓜、水蜜桃、翠

冠梨提货券10万余张，提高销售便捷

性，降低物流管理成本；零珊、大河、

桂峰等合作社利用市场营销系统开

拓业务，进一步推进基层合作社生产

管理、电子商务等信息化进程；桂峰

台农开展微信、微博、支付宝及财付

通、手机终端电子商务交易系统等多

渠道营销。

线上销售地产农产品比重逐年

提高，比如零珊果蔬网站销售占合作

社整体营销的 70%，多利农庄、民信

桃业等合作社的网上销售占比也逐

年提高。

实际上，新区现有的农地系统已

逐渐向数字化靠拢，不断形成一个系

统管理平台、一支系统操作技术队

伍、一套系统应用制度与方法。

业内人士透露，2015 年浦东农

用地信息管理系统重点拓展系统应

用和功能，为农业生产统计提供强

有力的支撑，为农业生产的财政性

补贴计算和核实提供科学的方法和

数据。

技术助推“三农”发展

据悉，“十三五”期间，全区将进

一步依托信息化技术，建立平台，提

供数据，让技术助推“三农”事业发

展。比如将统一推进全区农业行政

管理系统与服务系统的整合。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三个涉农监管平

台的功能，扩大覆盖范围，实现所有

行政村100%全覆盖。

同时，基于本区现有GIS平台和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及追溯系统，建

立健全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及

追溯可视化平台，整合地产蔬菜、水

产品、畜禽类农产品等安全监管系统

应用和数据，打造全区统一的地产农

产品安全门户。

“互联网+”最终是要为农业形成

电子生态圈。新区农委相关负责人

透露，下一阶段将建设可集成全区主

要合作社的具有浦东区域特色的农

产品电子商务支撑平台，鼓励第三方

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农产品冷

链仓储、冷链物流建设。推进农业旅

游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和运行，整合本

区农业旅游资源，形成有区域影响力

的农家乐票务在线交易及信息服务

平台。

■本报记者 任文娇 浦东报道

记者从浦东新区环保市容局了解到，今年，围绕水环

境治理，浦东将陆续完成以下几件大事：9月完成临港污水

处理厂污泥处理工程，年底前完成10公里镇村级河道综合

整治，完成367公里镇村级河道轮疏工程。

《上海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提出，确保到

2017年基本消除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到2020年力争消除

丧失使用功能的地表水体，完成国家规定的城市建成区黑

臭水体治理目标。新区政府高度重视水环境整治工作，

《浦东新区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已启动编制，河

道污染源调查的帷幕也已同步拉开。

“水污染问题出在河道，但根子在岸上。”只有从源头截

断污染源，才能彻底改善水质。为此，新区环保市容局确定

分两阶段对全区31条重点河道沿线污染源进行全面调查。

形成明确的调查技术导向后，各镇人民政府作为水环境治理

的主体，将对全区现状河道污染源进行详细调查。

新区环保市容局水务处将按照“扩、通、截、清、拆、退、

提、引、测、执”十字方针，开展截污纳管、雨污分流、黑臭河

道整治等各项工作，计划3月底前完成39个监测点位周边

4平方公里的普查，形成“一点一策”方案。今年 5月，新区

将召开水环境整治动员大会，9月底前将完成浦东全境面

上的水环境普查，同步推进各项治理工作。

通过实地查勘、调研座谈、监测预测，新区相关部门将

联动梳理排查各类污染源的分布和主要污染物及其排放

量、排放去向、治理费用等情况，针对性提出污染治理和产

业结构调整等治理措施建议，为新区河道水环境治理以及

生态系统恢复提供科学、可行的决策依据。

此外，“十三五”期间，浦东还将推进消除中心城区雨

水空白区，完成10座雨水泵站建设。2017年将完成临港污

水厂和海滨污水厂出水水质一级A提标改造，还将完成建

成区两条黑臭河道整治。2020年将建成两处通沟污泥处

理设施。“十三五”期间还将推进建成区市政管网雨污混接

改造，并推进临港新城海绵城市试点工作。

■见习记者 徐阳 浦东报道

3月 24日，浦东新区政协召开“一体两翼”工作会议，

表彰了2015年度专委会、界别、社区组的特色工作。

“一体两翼”工作机制是指以政协专委会为主体，以界

别组和社区组为两翼，由专委会负责联系协调和推进两翼

的活动，并为其提供服务和保障。专委会以专业为特色，

主要承担政协面上的课题调研、视察协商、委员活动等工

作。界别组以界别为载体，主要联系界别群体，以提案、社

情民意、建言等方式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诉求。社区组以地

域为纽带，着重参与委员所在街镇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为社区建设和发展建言献策。

今年区政协“一体两翼”工作将围绕依法治区、社会治

理等主题开展民主协商，使“一体两翼”真正成为政协工作

的特色和亮点，为推进浦东开发开放事业贡献力量。

会上，各专委会、界别组、社区组汇报了去年的工作情

况，并就下阶段有关工作进行了交流。政协委员王玺昌建

议，通过强化制度建设，加大对委员的资源开发，加强委员

之间的内部交流，充分发挥委员的资源优势和建言献策能

力。政协委员卢崇刚表示，社会养老问题、经济转型等方

面的选题，都应是今年全区政协委员重点思考的问题，要

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的重点工作开展调研。

据悉，区政协“一体两翼”工作探索实践以来，形成了

一些好的做法，比如坚持发挥界别组专业优势和社区组区

域特色；坚持发挥委员主体作用，实现自我管理、自主开展

活动的工作格局等。

区政协副主席吴泉国、曹亚中出席会议。

■本报记者 任文娇 浦东报道

上海鲜花港第十二届郁金香

花展 3 月 26 日开展。500 多个品

种、320 万株各色郁金香、风信子、

洋水仙、银莲花等球根花卉在荷兰

花艺专家精心设计下巧妙组合，一

步一景，让中外游客流连忘返。

提到鲜花港，就不能不提这里

的郁金香。今年，鲜花港首次引进

了100多个荷兰郁金香新品，“狐步

舞”“多米尼克”“甜心之爱”等绽放

在新品展示园。

鲜花港新建的2万平方米智能

化“玻璃城”内，设有5000平方米的

花卉超市，5000 平方米的花园餐

厅，还有1万平方米的水生花卉、垂

吊花卉休闲园。走进水生花卉休

闲园，动辄六七米的垂吊花卉造景

让人感叹现代农业科技的伟大与

神奇。

今年花展期间，鲜花港还组织

了各色展览以飨“花迷”。3 月 26
日至 4月 25日，上海鲜花港联合多

肉私人藏主“翌多肉”举办多肉花

卉展，展出上千种多肉盆景，其中

不乏价值“千万级”的大型多肉艺

术造景。每年郁金香盛开的时节，

亦是百合花开的时候，同样新品百

合花展也让游客在沁香中感受春

意。

来鲜花港不仅可以赏花赏景，

还可以尝美食、采摘蔬菜、看表

演。花园餐厅在本届花展中首次

向广大游客开放，市民可以在花海

中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带着孩子去

航母剧院看儿童魔术杂技表演。

在蔬菜采摘体验区，市民还可以动

手采摘无土栽培的蔬果。

本届花展将展至4月26日。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3月25日，2016年度浦东新区妇

儿工委全体委员（视频）扩大会议举

行，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副

区长谢毓敏出席会议。2016 年是

“十三五”规划全面实施的开局之年，

浦东将着力推动性别平等和儿童优

先意识纳入决策主流，不断完善满足

妇女儿童需求、服务妇女儿童民生、

保证妇女儿童权益的协同机制。

开展一系列民生项目

浦东聚焦妇女儿童健康和安全，

开展了一系列民生项目。其中，浦东

实施了两个儿童近视预防干预项

目。浦东眼病牙病防治所根据地理

位置、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选取高桥

潼港小学、惠南二小等8所小学的一

年级学生共 2000余人作为项目干预

对象。项目实施以来，已完成近视预

防干预工作。上海市慈善教育培训

中心选取浦东竹林小学、民办新农小

学等 5所学校的 4000名小学生实施

近视预防及干预措施。

同时，浦东推进“肥胖儿童社区

干预”项目常态化，并启动“夜航船”

项目。高行镇妇儿工委在 5 所试点

学校的基础上，又将干预触角延伸至

镇域内 10所幼儿园，开展了 10场健

康饮食讲座、肥胖儿童校际趣味运动

会等。高行镇妇儿工委还针对智障

妇女儿童需求，开展“夜航船”服务项

目，提升服务对象自理能力和家庭成

员的幸福感。

浦东妇联采取项目化运作方式，

提升民生实事的服务能级。据了解，

2015年浦东妇联全面推进38个妇女

儿童家庭服务项目，因地制宜为妇女

儿童家庭配送最需要的服务。此外，

浦东妇联还推出《现代家庭》征婚交友

公益专版项目，引导青年树立健康向

上的择偶婚恋观。

扩大妇女儿童受益面

从机制上帮助妇女儿童，也是浦

东妇联的创新之举。记者了解到，浦

东妇联为街镇配送“法律服务包”，全

年开展了72场法律公益讲座，并配备

3至 5名不同专业的律师分成 5个片

区，为街镇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

建立妇联维权窗口案例剖析和分享机

制，从法律人士、专业社工、基层一线、

知心大嫂等多维度剖析分享个案，向

36个街镇发放案例评析3600份。

2016 年是妇女儿童发展“十三

五”规划全面实施的开局之年。浦东

将着力推动性别平等和儿童优先意

识纳入决策主流，不断完善满足妇女

儿童需求、服务妇女儿童民生、保证

妇女儿童权益的协同机制。特别是

要完善分性别、分年龄和以家庭为单

位的统计指标体系，加强监测分析，

提高需求与服务的匹配度和精准化，

努力实现浦东妇女儿童与经济社会

同步、协调、创新和共同发展。

妇女儿童实事项目关乎浦东妇

女儿童的幸福指数，更关乎妇女儿童

的未来。浦东还将结合群团工作改

革，按照统筹型、枢纽型、端口型、平

台型的职责定位，链接更多资源向一

线、向基层输送。同时，要不断推陈

出新，共同开展普惠妇女儿童的各项

实事，努力推进浦东“十三五”期间妇

女儿童实事落地，扩大妇女儿童的受

益面。

夯实“互联网+农业”基础

构建浦东特色“智慧农业”新格局

浦东努力提升妇女儿童幸福指数
确保妇女儿童工作“十三五”开好局

500多个品种 320万株鲜花

鲜花港郁金香花展开幕

区政协召开“一体两翼”工作会

围绕依法治区
推进民主协商

浦东全面调查31条
重点河道污染源
今年将完成367公里
镇村级河道轮疏工程

张江干细胞基地入选国家第一梯队

（上接1版）

汇聚国内最优秀科学家

张江干细胞基地采取混合所有

制，由政府、医院、科研院所、国营与

民营企业共同投资，以同济大学干

细胞工程转化医学中心为依托，汇

聚了以同济大学校长裴钢院士领衔

的国内最优秀的干细胞及相关领域

的科学家，拥有一大批专利和核心

技术。

这种“混合”，在东方医院南院

23 楼电梯里感受直观：混杂在穿着

家常衣服的患者、家属中，有穿白大

褂的医生，有穿西装的公司董事长，

还有穿着时尚的科学家——这些科

学家大部分都有海外经历，思维超

前，还颇有时尚品味。

1 月，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细胞

研究》在线发表了中科院上海生科

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惠利健研究团队，以及南京大学附

属鼓楼医院丁义涛团队，中科院药

物所潘国宇团队和华东理工大学

周燕团队的最新成果。该研究显

著提升了肝衰竭猪的存活率，证明

了 hiHep 细胞临床应用的可能性。

惠利健就常驻东方医院南院23楼。

担任基地干细胞产业推广服务

平台搭建的吴封敏说：“这个平台是

开放的，为每一个干细胞相关项目

服务，使最基础的研究与产业化、市

场化全部贯通。”

郁金香花展上的萌娃。 □本报记者 朱泉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