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黔菜入沪”逐渐打响品牌
下一步将启动订单农业试点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朱凌君）黔菜入沪贵州特
色农产品展示体验活动，昨天在普陀区百联中环购
物广场室外广场举行。 本次展会有 10多家当地涉
农企业参与， 展示共计 30多项不同品类的贵州特
色农产品。

贵州农产品曾因种植规模、标准化水平、品牌
化意识、组织化程度等方面的不足，难以适应上海
市场精细化要求。近年来，贵州优选蔬菜、茶叶、中
药材等 12个特色产业，做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
产品生产一律按照京津冀、长三角等市场需求标准
补齐短板，并借助沪遵扶贫协作良机，扩大产销试
点，开设贵州绿色农产品上海分销中心，与上海商
务扶贫联盟等重点流通企业形成稳定的产销合作
关系，不断拓宽上海市场渠道。

据悉， 去年贵州累计向上海市场销售农产品
8.31亿元，“黔菜入沪”逐渐打响品牌。下一步，贵州
将依托上海商务扶贫联盟成员流通企业资源开展广
泛产销对接，启动订单农业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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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出台电竞产业健康发展20条意见

加快建设全球电竞之都
本报讯 （记者 张熠）为推动上海电子竞技（简

称“电竞”）产业有序健康发展，加快“全球电竞之
都”建设，本市近日出台了促进电子竞技产业健康
发展20条意见。

上海将优化产业发展营商环境，打通上下游，拓
展产业链，提升发展能级。具体包括建立健全电竞产
业发展标准化体系，构建资源要素集聚、基础设施完
善、营商环境良好的电竞产业生态圈；发挥市场主体
作用，开发一批形态丰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
一的电竞产品，集聚一批创新发展、具有核心竞争力
的头部电竞企业和战队，举办一批专业性强、认可度
高、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电竞顶级赛事，建成一批业态
集聚的电竞园区和功能健全的电竞场馆， 培育一批
创新引领、专业技能突出的电竞高端人才。力争 3至
5年全面建成“全球电竞之都”。

意见指出， 上海将从九个方面促进电竞产业发
展，包括提升电竞内容创作和科技研发能力，搭建电
竞赛事体系，加强电竞媒体建设，优化电竞空间载体
布局，做大做强电竞产业主体，构建电竞人才培养体
系，优化电竞产业发展环境，强化综合保障支持以及
加强组织领导及顶层设计。 上海将支持在具有相关
优势资源的地区形成各具特色的电竞产业发展集聚
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投资建设，重点打造 3至 4个
可承办国内外顶级电竞赛事的 A类大型电竞场馆。

在积极培育上海本土电竞品牌、团队和企业的同时，

鼓励电竞企业积极搭建海外推广平台， 与海外企业
和团队开展交流合作， 支持更多优秀原创电竞产品
“走出去”，支持本地优秀电竞赛事赴海外落地。

意见指出，未来将举办上海电竞周、全球电竞
大会、电竞高端论坛；完善电竞 IP 版权综合服务；

整合各方优势资源，推动园区载体升级，推进产业
研究中心、电竞教育咨询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今日看点业内人士称，机动车蓄电池里的酸液、车内残余油量要谨慎处理，避免污染土地

金山南星村居民向12345热线反映：村附近拆车厂噪声不断异味难闻

拆车生意旺，居民凌晨被爆破声惊醒

日前，金山区亭林镇南星村多位居民通
过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向生态环境部门反
映：今年以来，距离村子 20米的拆车厂产能
突然扩大，报废车辆剧增，拆解作业时间延
长，噪声不断，机油味、塑胶味等直冲居民
家，呼吁“生态环境部门能够管一管！”

拆车厂忽冒黑烟半夜异响
5月 30日 17时 30分左右，拆车厂内忽

然冒起黑烟，并传来刺鼻的塑胶味。与拆车
厂一河之隔的南星村松隐 11组村民纷纷跑
出家门，看看是怎么回事。

据村民反映，今年以来，原本冷清的拆
车厂突然生意好了起来，工厂开始大量进出
载满旧车的拖车，随之而来的是延长拆解作
业时间， 每天从 6时到 18时噪声不断。“有
时晚上八九点还能看到工人在切割汽车金
属件。”村民夏女士的卧室位于三楼，打开窗
就能看到拆车厂全貌。她说，至少有两次在
凌晨被类似气囊爆破声惊醒。村民曾集体向

村委会反映， 但引起噪声的切割点仅仅是从靠
近村庄的一端搬到另一端。

环保部门已下达整改通知
村民告诉记者，金山拆车厂 1993年建成，

属亭林镇松隐工业区。 原本厂内旧车仅堆了一
半面积，另一半闲置，厂内也很少有密集的拆解
作业。如今，上海莘庄拆车有限公司并入，厂区
面积扩大，报废车辆堆得满满当当。

亭林镇政府环保办相关负责人说，6月11日
下午， 区环境监察支队已对该厂进行实地检
查。两家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对报废车辆进行基
础拆解。工人在进行活液切割车顶时导致车体
漆面燃烧产生异味。噪声也主要来源于切割工
艺、人工拆解设备以及卸货时发出的声响。

执法人员现场对两家拆车公司下达整改
通知书，要求企业减少噪声、异味等污染。拆车
公司承诺将引进液压设备代替活液切割以减

少异味，设备到位前暂时停业。执法人员将
在整改期间定期巡查。至于如何减小拆车公
司的噪声，环保部门表示还要进一步监测。

要整改的不止噪声和异味
6月 12日， 记者来到松前公路 1998号

的拆车厂。厂内仍有三三两两的工人在手动
拆解车架，现场确实没有切割作业。厂内堆
放着大量外地牌照轿车， 以及厢式货车、油
罐车和一些单位的报废车辆。据工作人员介
绍，报废车辆进入后，会尽快被拆解，以免占
用场地。从整体切割到后续精细拆解，前后
有 20多道工序。 对方指了指远处已堆成小
山包的废旧车辆说：“这些车都排队等着被
拆解，只是这两天停工了。”

记者还发现，厂区地面上，黑色机油四
处流淌，渗入土壤。切割使用的液化丙烷气
罐锈迹斑斑，散落在拆卸区。

业内人士称，机动车蓄电池里的酸液、车
内的残余油量等，要谨慎处理，以避免渗入地
下，污染土地。拆解场地应封闭或半封闭，地
面应防渗透，周围还要有收集雨水的排水沟。

否则油污随雨水进入市政系统或渗入地下，

造成油污超标排放或直接污染土壤。

解放监督
■本报记者 车佳楠

拆车厂内报废车辆堆积如山。 车佳楠 摄

为观测记录浩瀚星空，天文摄影爱好者连熬几个通宵守候在海堤

很庆幸，在奉贤找到最佳天体拍摄点

杭州湾北岸，上海奉贤的海堤上，集聚着一
群天文摄影爱好者。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为了拍
好一张星空照片，常常在野外熬好几个通宵。

这些年，越来越多天文摄影爱好者来到奉
贤，为等候合适的观测时间，他们通常会租下
一间农民房，在这里住一阵子。他们说，奉贤是
最佳天文观测点。

等候20个小时拍下玫瑰星云
徐卫斌是这群天文摄影爱好者中的一位，

他向记者展示了最新成果。 这是一张来自5000

光年外的天文照片， 拍摄的是麒麟座中最美丽
的天体———玫瑰星云， 如今被刊登在最近一期

《天文爱好者》杂志上。照片中，那种独属于星空
的深邃和绚烂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很多人觉得
拍摄地一定是在某个远离城市、 空旷静谧的地
方。殊不知，这是一张取景自上海市郊的照片，

因城市光害严重，璀璨的星光才更来之不易。

徐卫斌是奉贤本地人，儿时迷上天文。上世
纪80年代开始，他自制望远镜观测天象。后来他
有了“搞天文摄影”的想法。然而在当时，市场上
几乎找不到能拍摄天体的设备。直到2006年，博
冠（bosma）102折射望远镜在全球上市，才使业
余天文爱好者从事天文摄影成为可能。

当然，天文摄影最关键的是吃得了苦。为了
拍好星空照，徐卫斌租过农民房，吹过海风，甚
至在野外连熬几个通宵。他说，拍摄星空照片，

需了解各类天文知识，知道什么时候能拍，什么

时候不能拍，什么情况下会出现特殊天文现象。

在徐卫斌的拍摄经历中， 最累的是拍摄猎户座
马头星云，整个过程累计 30个小时。玫瑰星云
照片拍摄时也要累计曝光 20个小时以上。

奉贤有申城最合适的观测点
近年， 徐卫斌拍摄过的猎户座马头星云、

M27狐狸座哑铃星云、NGC2239麒麟座玫瑰星
云、M33 三角座漩涡星系、M51 猎犬座漩涡星
系等作品，相继登上《天文爱好者》《中国国家
天文》等天文科普杂志，得到专业认可。

这些作品的拍摄地都在奉贤。“天文摄影对
周遭环境要求极高，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光干
扰几乎不可避免。但很庆幸，在奉贤还能找到一
些最佳天体拍摄点。”徐卫斌说，上海有三个天

文观测点，分别是崇明、浦东和奉贤。“崇明相对
偏远，浦东光害较大，唯有奉贤，周遭环境最合
适。”过去13年间，他以奉贤为最佳观测点，相继
拍摄300多幅星空作品，涵盖整个太阳星系。

■本报记者 杜晨薇 通讯员 孙燕

徐卫斌拍到的麒麟座玫瑰星云中心。 （资料）

6月 14 日，在上海、云南两地政府部门的
指导下，拼多多创新扶贫助农模式“多多农园”

第二站落户云南文山。

文山是雪莲果的主产区之一， 但在新电商
介入前， 大城市消费者的餐桌上很少见到雪莲
果。但通过拼多多的“拼”，雪莲果风靡一二线城
市，带动云南地区大面积种植，并于 2018年底
突破 9万亩。这一次多多农园落户文山，将进一
步推动雪莲果生产形成标准化作业， 并实践以
农户为全产业链利益主体的创新分配机制。

拼多多还透露，将在未来 5年内打造 1000

个“多多农园”，实现消费端“最后一公里”直连
原产地“最初一公里”，并通过新的分配机制让
农户成为新业态的最大受益者。

“拼”出来的新产业
雪莲果原产于南美安第斯山脉，和土豆同

源。2004年， 云南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专
家李文昌从国际引入了一批雪莲果品种。由于
和土豆一样易种植且亩产值更高，雪莲果大受
当地农民欢迎，种植面积逐年扩大。然而，激增
的产量很快超过市场需求。“只有两广、福建地
区的消费者才对雪莲果有需求，而且大多数只
用来煲汤，市场规模很有限。”

2015年，土豆成为中国第四大主粮，雪莲
果则因为收益低遭到云南村民大面积弃种。文
山当地人施进刚看着乡里的雪莲果被大面积
替换成了辣椒和烟叶。

转机出现在 2016年。

当年底，一支来自上海的团队来到云南文
山。他们是拼多多的“买手”团队，希望为平台
找到有特色的产品。看到遗落在田间地头雪莲
果， 团队觉得有市场前景。“雪莲果香脆可口，

富含低聚果糖（FOS）和酚酸，具有肠道调节和
帮助减肥的功效，可以直接食用，符合当代人
健康消费的需求。”拼多多员工、“多多大学”负
责人蓝天说。

于是，拼多多尝试用“拼团”的方式扩大雪
莲果的市场需求。

从名不见经传的水果成为风靡一二线城
市的新晋 “网红”， 雪莲果并没有用太多的时
间。“当需求侧的聚集效应达到一定规模时，可
以推动供给侧发生很多变化。”蓝天认为，雪莲
果的走俏证明了新电商拼多多的社交消费能
“拼”出一个产业：“农产品是分散的刚需品，不
太符合传统电商的‘搜索逻辑’，即不能靠消费
者用搜索关键词的方式触及；农产品的成熟期
又特别短，按照传统电商的‘搜索逻辑’又很难
形成大规模多对多的匹配。但拼多多通过需求

侧的归集效应， 在短时间内形成海量供需匹
配，从而创造‘两点一线’的全新农产品上行模
式，甚至创造全新的市场。”

从 2017年开始，文山、会泽、宣威、蒙自……

云南雪莲果大面积脱销。一个被弃种的产业通
过“拼”，复苏了。

数据显示， 拼多多在 2018年共销售超过
1.8万吨雪莲果， 带动云南雪莲果种植面积由
2016年底的 6万亩激增至 2018年底的逾 9万
亩。拼多多平台销售的雪莲果超过云南雪莲果
整体产量的 20%。

有产量更要有质量
通过“拼”，云南雪莲果再次走俏。但拼多

多发现一个新问题：农户收入增加的幅度与产
量增幅有差距。

最主要的问题出现在利益分配上。自从雪
莲果成为“网红”，不少电商都开始争夺这一产
品，来自外省市的收购商蜂拥而至。收购商和
农户之间开始了博弈。“雪莲果地头收购价是
0.5元/千克， 代办费 0.1元/千克， 物流成本 1

元/千克，耗材、人工在 0.6 元/千克。平台销售
价格超过 4元/千克， 收购商的毛利润约在 1.8

元/千克。”一位商家表示。

施进刚对此表示困惑：农户出地、出劳动
力，辛苦一直延续到雪莲果送上物流车。为什么

站在田边的收购商在利益分配上，占比超过农户？

“不止是我，乡亲们手机里都有拼多多，大家
能看到雪莲果的零售价格。” 他表示农户们很无
奈，“村里懂电商的人很少，更不会运营，有时候
商家竞争激烈，收购价格涨 1 毛钱，大家居然就
满意了。”

此外，村民对雪莲果的产地也困惑———明明
产自云南，可外界似乎觉得“雪莲”更应该配上
“天山”才是“原厂地正宗”。结果，文山地区的雪
莲果常被经销商包装成为新疆出品。

“创造需求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农业仍然
是受流通环节制约最严重的行业。贡献主要生产
资料和劳动力的农民， 往往处在价值链条的底
端。”蓝天觉得，这一现象不仅有损农户收入，而
且因供应链太长，农产品源头把控不强，使得叫
得响的农产品品牌屈指可数。

李文昌则觉得，利益分配上的矛盾还暴露出
粗放式经营的弊端，“雪莲果的需求增长太快，各
项标准尚未确立。在收获季节，收购商往往只分
拣大且品相好看的雪莲果，更多的中小果只能贱
价出售。”

基于此，作为销售平台的拼多多和专业人士
都认为，在创造了需求之后，雪莲果种植要有更
高的质量。这个时候，将“多多农园”落户文山，成
为拼多多推动当地雪莲果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
举措。

立标准才能创造更大价值
“多多农园”是由拼多多发起的探索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机制性衔接的创新模式，既涉及农
产品上行的物流、销售渠道等供应链，也涉及产
品质量管控。拼多多希望通过“多多农园”实现消
费端“最后一公里”和原产地“最初一公里”直连，

为平台上 4亿消费者提供平价高质的农产品。

今年春节刚过，雪莲果的新苗还未种下，“多
多农园”的“先遣部队”就来到了文山丘北县，探
索当地产销一体化体系的构建。李文昌也跟随拼
多多团队一同抵达丘北，他和另外 9位专家一起
对雪莲果生产种植环节进行全面升级。

“雪莲果作为近年来兴起的舶来品，缺乏相
应的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农户的栽培水平差异
大，商品性和外观品质普遍不高。”李文昌表示，

“另一方面， 雪莲果的食用价值已经得到现代药
理学的实验证明，具备再加工条件。团队将深入
开展雪莲果加工技术研究，提升产品附加值。”

从选择品种、改良土壤，到改进种植方式、提升
管护水平， 李文昌团队在打造一整套标准化体系。

同时，拼多多联合云南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发起
制定申报雪莲果种植地方/国家行业标准， 这也是
云南首个由电商平台联合发起的农产品标准。

“我们希望和专家们一起，让丘北成为‘最好
的雪莲果’的出产地，树立区域性品牌标识。”蓝

天说：“‘多多农园’ 的每一次落地都将致力于建
立特色品牌，打破农产品‘有产地、无品牌’的怪
圈，为产区、为农户创造更多价值。”

“新农商”让农民多受益
当专家团队在田间耕作时，丘北的村民们则

在课堂里汲取知识———中国农业大学和多多大
学共同创办的公开课落地丘北，专家深入浅出地
为农户们讲解现代农业种植、流通，以及以财务、

电商运营为核心的市场化知识。

学习中， 施进刚和老乡舒跃文因为头脑灵
活、善于学习，被选定为丘北“新农商”机制的生
力军，引领农户接受新的分配方式。

所谓“新农商”，是拼多多以建档立卡贫困户
为集合的合作社为主体，建立的农货上行和品牌
培育的新模式。在这个新模式中，拼多多提供资
金、技术和渠道支持，培育当地青年成为“新农
人”带头人，后者按合约持有分红权限，剩余利益
全部归属档卡户。

“通过‘新农商’机制，拼多多将重点探索如
何让农人变农商，让农村有现代化企业。只有让
农户成为产销加工一体化的主体，才能实现人才
乡土化、产业持久化、利益农户化。”蓝天说。

6月， 由施进刚和舒跃文牵头的腻脚乡新农
商公司正式成立，4个贫困村 141位建档立卡贫
困户成为首批签约新农商。 随着项目的推进，该
公司预计将覆盖腻脚乡 55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共计 2523人。

档卡户将无偿成为新农商公司的“股东”，并
享有一系列优先条款：新农商公司需优先收购成
员村民的农产品， 成员则可以任意选择销售对
象； 公司的所有运营利润都面向集体新农商分
红，确保其在收购款的基础上，有更多额外收益；

随着公司规模扩大，将逐渐覆盖更多农产品和农
副产品，“股东”始终保有均等分红的权利。

虽然“新农商”是拼多多选出来的，但发展方
式坚持“授人以渔”：初期，拼多多对新农商公司
进行扶持和营销支持；中期形成较为稳定的第三
方“代服务”机制；后期逐渐退出，合作社全权掌
控，并由当地政府确保利益分配依规进行。

“未来 5 年内，拼多多将在云南等 8 个省及
自治区落地 1000个‘多多农园’示范项目，期间，

我们也希望培育 1000个规模化的新农商公司。”

蓝天说。

对于这个新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
发展学院副院长仇焕广教授分析认为：“‘多多农
园’是需求推动供给的典型，它切实命中了‘人才
留存’和‘利益分配’这两个当下农产区最核心的
问题。如果‘多多农园’能完成预设目标，不仅能
树立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标杆，更将
推动更多农产业发生巨大变化。”

“拼”出新产业，带动连片贫困地区

“多多农园”正式落地云南文山

在拼多多的带动下，连片的雪莲果成为云南农产区的寻常景象。

■李飞

雪莲果香脆可口多汁，削皮即可食用。

经过近 2个月的沟通和考察后，腻脚乡村民
舒跃文和施进刚被遴选为当地“新农商”带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