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闸北公园改造后的水体透明度大幅增加，各项指标优良，成为公园核心景观。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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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日均游客近万人次，市民满意度排全市公园前十

泽普：产业兴邦 筑梦踏实
从喀什地区泽普县城行车 30分钟， 一幢

外观朴素的白色小楼矗立在广袤的土地上。在
小楼的四周围，可以看到大片的青草地和一排
排蓝色屋顶厂房向天际线延伸；成片的绿色沃
土上，偶有几条平坦的公路和笔直的电线杆穿
插点缀其间，为这片充满了田园牧歌气质的土
地增添了几分现代文明的色彩。

这栋小楼是泽普县畜牧养殖园区管理中
心所在地，而环绕着管理中心的大片厂房和绿
地，正是畜牧养殖基地。站在楼顶天台上眺望，

整个畜牧养殖园区一览无余。羊、牛、猪，再到
驴， 基地按养殖品种对牧场进行片区划分，养
殖厂房和草场按照松散的比例进行布局。在半
放养环境里，每一头牲畜都可以吃到纯天然且
新鲜的当地草料。而在管理中心顶层的会议室
里，可以看到泽普县“畜牧云”信息平台系统实
时地对每一只羊、 每一头牛的状态进行监控：

从出生到生产， 再到送出牧区前往屠宰场，每
一头牲畜的生命轨迹， 都以编号和视频的形
式，被精确地记录在了“畜牧云”系统里。

因为当地对牛羊肉类旺盛的需求， 这个基
地的出产往往不出县界就被消耗一空。 畜牧业
局集中整合管理， 一改过去牧民零敲碎打的养
殖模式，令当地农畜牧产业建立起了集群效应；

而且为科学养殖、增产增收、防疫管理等方面提
供了系统性的保障。 畜牧局建立起一个庞大的
合作社， 让当地牧民有机会学习到先进的养殖
技术，能熟练使用现代化的机械设备，最终参与
到畜牧业的现代化生产过程中来。 昔日的农民
在自家的土地上成长为新时代的农业工人，收
入水平也较以往有了很大提高。

当然，如果没有上海援疆力量对基础设施
进行援建投资， 这幅美丽的现代乡村牧歌图
景，恐怕至今也只停留在蓝图之上。俗话说，授

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多年以来，对于如何令
当地各项工作得以永续发展，一直是上海援疆
工作助力扶贫攻坚最重要的课题，畜牧业自然
也不例外。而厘清生产关系，算清产业发展的
经济账，用初始的资金投入带动产业的起步与
发展，以市场和经济为抓手打出组合拳，是最
终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目标的基本逻辑。

泽普畜牧产业的发展，统合资源、集中生
产只是扶贫的第一步。在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
的部署下，为当地企业引进高质量资本、对接
上海市场，利用当地畜牧产品的天然优势提高
产品输出的附加值， 铺就出一条产销顺畅、走
向致富的新通路。

张建玲来自阿克苏， 曾经是一名成功的地

产商人。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泽普的驴
品质上乘。女性的爱美之心让发现“地道好食材”

的张建玲心动不已， 很快就决定斥资成立金胡杨
药业公司，专注于阿胶的生产与加工。不过，张建
玲的阿胶产业梦并非一帆风顺。 在金胡杨起步阶
段， 阿胶的原材料———驴皮的收集是个十分麻烦
的过程。当地松散的养驴方式，让公司货源难以保
证持续和稳定， 在质量上也很难建立一个统一的
标准。阿胶生产出来后，面对什么地区、什么级别
的市场，如何包装和定位自己的产品，也一度让她
十分头痛。在艰难的创业初期，多种因素掣肘着公
司的发展，阿胶的年产量只维持在 3吨左右。

2016年， 在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的引荐下，

上海上药神象健康药业有限公司来到泽普，经过
对金胡杨药业的全面考察和深入交流，确立了深
度的合作关系。

简单来说，神象为金胡杨带来三样法宝———

技术、市场和信心。神象掌握着南派阿胶“淡皮、

两面光”的全套工艺精粹。因驴皮原料减少、阿胶
生产线“北移”，这一工艺曾在上海几乎没落，如
今反而在万里之外的泽普有了用武之地。南派阿
胶的技术内涵除了工艺方法， 更有品控标准。在
神象的帮助下，金胡杨建立起一套符合上药药材
标准的生产体系。

有了技术，市场之门自然顺利打开。利用神
象的品牌影响和销售网络，金胡杨的阿胶产品被
很快带入全国乃至海外消费市场，公司的产能从
一年 3吨飙升至一年 60吨。

在技术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神象输出给金
胡杨的不仅是财富，更重要的是信心。面对“生产
多少就能卖掉多少”的卖方市场，张建玲动起脑
筋，在延伸产品线上做足文章。她花重金找产品
设计师重新设计包装，推出了自家品牌的盒装阿
胶；又将阿胶与芝麻、坚果等产品融合一体，推出

了小零食阿胶糕；接着又瞄准当地丰富的大枣资
源，将阿胶塞入枣中，做成零食阿胶枣……今年，

金胡杨的产品成功入驻沃尔玛的山姆会员店，进
一步打开了销售渠道。

另一方面，市场带给金胡杨的信心，令其有
能力重新梳理饲草料生产和毛驴养殖的前端环
节， 并拥有了自己的畜牧业分支———金胡杨牧
业。如今，金胡杨牧业也成为泽普畜牧养殖园区
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胡杨毛驴基地的建立，既为公司自家的原
材料提供了数量与品质的可控保障，也为泽普的
畜牧产业发展树立起良好的示范作用。

在金胡杨牧业的基地里，目前饲养着数千头
健康强壮的毛驴，它们吃天然的草料，喝天山的
雪水，享受着舒适的生活环境。天高气爽时，毛驴
在宽敞的露天驴圈里生活嬉戏； 风云变色时，它
们可以直接走入与露天驴圈打通的室内，遮风避
雨，泰然憩息。

金胡杨药业的发展，强力带动了当地农民的
就业脱贫。在“前金胡杨时代”，因为阿胶产量低、

生产不稳定， 金胡杨的用工人数也相应受到限
制。而现在的金胡杨，单从毛驴养殖业看，从毛驴
的喂养、草料的种植和收割整理入库，各个环节
都能够给当地工人提供优渥的工资；从驴皮的晾
晒、刮毛，切割、加工等一系列的阿胶制造工艺流
水线，都为当地提供了不少的就业机会。目前，金
胡杨的员工数量达到 1500人，月工资从 2500元
至 3000元不等， 许多贫困户不仅一夜之间实现
脱贫，还积极地带动家人、乡亲来到金胡杨工作，

一同脱贫奔小康。

在上海援疆的喀什四县中，泽普县相对来说
面积最小、人口最少，这一要素使得泽普在发展
上保持了一定优势，泽普也相对于兄弟县市更早
完成了脱贫攻坚的任务。然而，脱贫并非终点。在
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的全面助力下，泽普正成为
“南疆美好生活”的先行者。

今日的泽普， 消费市场已然一片欣欣向荣。

去年五一期间，上海援疆项目之一———泽普夜市
开张。在长达数百米、高达十几米的大型建筑空
间两侧，整齐排列着数十家不同规模、各式口味
的夜排挡餐厅，人声鼎沸；在夜市的开放摊位，不
仅可以看到米肠子面肺子、烤羊肉烤羊排这些经
典又平价的新疆小吃， 也有色彩缤纷的水果摊、

手工刨冰摊吸引着来来往往的游人———这些食

材大多产自泽普当地。在夜市的中央，高高的天
花板上悬吊着巨大的 LED屏幕， 屏幕上缓缓呈
现着四季变化的多媒体图景。在屏幕下方的专业
大舞台上，从传统的新疆舞到十二木卡姆、再到
杂技和炫酷的现代舞演出……当地的各个文艺
团体轮番上阵、表演至深夜，在这里，甚至可以看
到身着汉服的演员们舞出“中国风”。台下的观众
多携家带口， 其乐融融地观赏着高水平表演。在
夜市的入口处，来自上海的坚果制品企业———闽
龙达开设了一个颇具规模的门店，店内销售的产
品从原材料到深加工都在当地完成， 销往全国，

也成为上海援疆夜市里产业援疆的又一亮点。

夜市这个休闲好去处，仅是美好生活的愿景
之一，而上海援疆工作打造美好生活并非停留在
消费市场这个单一层面，还遍布医疗教育各个民
生领域。

在泽普县人民医院，由上海闵行区中心医院
和上海第五人民医院共同打造的沪疆多学科
（MDT）远程会诊平台，为改善当地百姓的就医条
件提供坚强的技术支持。从乡镇一级的卫生所开
始，到县人民医院的远程会诊平台，再到喀什市
第二人民医院，上海援疆力量建立起了一个全面
的病患分流筛选网络。 小病常见病在乡镇诊治，

疑难杂症进行远程会诊， 大病送至喀什二院，整
个流程确保了医疗资源从基层到中心的充分利
用，更保证了当地病患可以用最有效率、最为低
廉的成本，来接受医疗的救治。

泽普五中因老师和生源由各所学校抽调组
成，曾不为外界看好。在上海教育援疆队伍入驻
几年后，该校成为了喀什的“七宝中学”。同学们
不仅有机会享受到与上海齐平的教育资源，学校
开设了数学思维拓展训练课、国画书法课、武术
课等特色的教学内容，还在课堂之外为孩子们提
供了丰富的拓展学习体验。

在泽普市中心， 有一条树影婆娑的大街，名
为法桐大街。每天中午，强烈的日光穿过树叶的
缝隙，洒下斑驳的影子，来往的行人脚步徐徐，放
学的孩子们欢乐地在树荫下奔跑。大漠、戈壁、荒
凉、困苦，这些字眼离今天的泽普如此遥远，枝繁
叶茂的法国梧桐，为泽普这个南疆的小城抹上了
一层浪漫的气息，也隐喻着他与上海这个地理上
相隔万里的城市某种内在气质的相连。泽普人美
好生活的篇章还在继续，上海援疆队伍在泽普打
造美好生活的梦想，也正踏实地步步前行。泽普金胡杨畜牧基地▲

南 派 阿 胶
工艺传到喀什

▲

泽普五
中特色教学

泽普畜牧养殖园

文、摄影/ 董天晔

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获得者达声蔚：创立“小蚁”搭建全球首个视频运用物联网平台

一半市场在海外，已覆盖168个国家

出门上班后如何洞悉家里的动静？“小蚁”

智能摄像机一经推出，就受到热捧，不到一年
销售 100万台。另一种“小蚁”运动相机，只比
火柴盒大一些，却可拍摄 170 度大广角，每秒
可拍摄 60至 120帧画面， 一上市就上了美国
证券新闻，很快打开海外市场。

小蚁科技创始人达声蔚说，尽管公司成立
只有 5年，但已在影像智能终端产品、计算机
视觉算法等领域居全球领先位置，是唯一一家
获得亚马逊“全能卖家”的中国企业。在日前举
行的上海市科技奖励大会上，达声蔚获得青年
科技杰出贡献奖。

创业学会“市场定义产品”

高中时，达声蔚参加全国数学奥林匹克联

赛拿了河南省第一。尽管后来在清华大学主修
电子工程专业， 但他从没减少对数学的热爱，

扎实的数学功底助他后来在集成电路领域闯
出一片天地。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攻读
硕士、博士学位时，导师斯蒂夫·路易斯是模拟
集成电路鼻祖，这段学习经历激发了他对集成
电路设计的兴趣。满分通过博士资格考试毕业
后，达声蔚又在硅谷两家优秀的模拟集成电路
企业工作了 5年。

2006年，决心回国创业的达声蔚，选择在
上海创立“磐大”，寓意在集成电路行业打下
一块基石。 公司把自主研发的电源管理和音
频处理芯片卖给消费类终端产品产业， 并挺
过 2008 年的金融危机， 后来被一家企业收
购。 对在上海的第一次创业， 达声蔚心存感
恩：磨炼了抗压力和领导力，增强了对未知不
确定风险的把握力， 真正学会了根据市场需
要去定义产品。

已拥有100多项海外专利
第二次创业，是被小米装手机的纸盒打动

了。这个简单粗糙的纸盒上用工笔画一一“晒”

出手机最重要的元器件，让人一目了然。这高

度契合了小米当时正以高配置和贴近成本的
价格打开销路。达声蔚受到启发，想在移动互
联网领域打造出一个计算机视觉品牌。

2014年，“小蚁”创立。从“磐大”到“小蚁”，

达声蔚认为，消费类产品特别注重细节，小即
是大。

计算机视觉领域并不是达声蔚擅长的技
术领域，但他看好这一领域。“小蚁”搭建了全
球首个以视频运用为基础的物联网开放平台，

广泛服务于智慧出行、智能家居、智慧零售、智
慧园区等新业态。从出门上班后洞悉家里动静
的“小蚁”智能摄像机，到潜水跳伞滑雪冲浪时
拍摄珍贵瞬间的“小蚁”运动相机，这家 300多
人的企业，员工平均年龄 29岁，外籍员工占一
半，高学历研发人员占 60%。

一年后，“小蚁” 建立以色列研发中心，自
主研发边缘计算算法，以最小的算法、最低的
功耗， 在终端设备实现最符合场景需求的功
能，至今已拥有 100多项海外专利。

这一年，“小蚁”还拓展海外市场。他们在
美国旧金山搭乘一辆优步车，一路上都在和合
作伙伴聊产品，到了目的地，司机拿出一个“小
蚁”运动相机问，你们聊的是这个吗？原来这是

他网购的，等了两个月才拿到货。“当时我们很
兴奋，觉得来对了，海外市场是存在的。”如今，

“小蚁” 的视觉产品已覆盖全球 168 个国家
17942个城市，一半市场在海外。

未来让物联网器件更聪明
今年 7 月， 小蚁科技将入驻张江科学城

的人工智能岛。“我们有一个雄心， 要把人工
智能边缘技术和云端数据相结合， 搭建一个
云服务平台。通俗地说，要让更多的公司成为
‘小蚁’，我们则成为‘云蚁’。”达声蔚说，从物
理世界进入数字世界， 接触点就是物联网设
备，他们希望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计算，让物联
网器件变得更聪明，“就拿智能摄像头来说，

以前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报警， 现在只有陌生
人出现才会报警，这就是优化了边缘计算。边
缘计算在本地完成，实时处理，更快捷，相比
云存储更省钱。”

在上海经历了两次截然不同的创业，达声
蔚最大感慨是，一定要保持学习的习惯，既学
习新兴技术， 也向有无穷创意的年轻人学习。

在“小蚁”，达声蔚一直倡导公开、透明、开放的
企业文化。

■本报记者 黄海华

华东通航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为空域使用犯愁将改观
本报讯 （记者 李晔）记者日前从第四届

华东通航发展论坛上获悉，华东通航呈现良好
发展势头，行业发展各项主要指标增长率均在
20%以上。截至今年 5 月底，华东辖区内经营
性通用航空企业达 106家，经营性无人机企业
1854家，辖区内通航企业在册航空器数达 525

架，同比增长 28.9%；辖区通航企业共计飞行
12.89万小时，起降 31.44万架次，同比分别增
长 24.9%和 22.3%。

近两年来，助力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的相关
政策陆续发布并落地， 但由于低空空域开放、

民航自身管理等原因，通用航空仍存在“热度
上升”却“飞得不多”的尴尬。对此，民航华东局
局长蒋怀宇在论坛上透露，低空空域有效使用
“黎明”已到来，企业买来通用航空器却飞不起
来、为空域使用而犯愁的局面将很快改观。

为强化运输机场的公共服务属性，民航华
东局已要求先期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萧山国
际机场、禄口国际机场建设至少一个直升机最
终进近和起飞区（FATO），今年 7 月底前完成
FATO划设、修改机场使用手册等工作。民航华
东局还启动了通用机场导航能力提升项目，将
运输机场更新下来的导航、盲降等设备安装到
有需要的通用机场。

闸北公园全新开放
调整布局结构、强化中式园林特色

本报讯 （记者 唐烨） 经过 10个月改
造，闸北公园东部园区昨天全新对外开放。

闸北公园位于共和新路 1555号， 面积
13.35公顷，1946年建成开放，前身为纪念民
主革命家宋教仁而建的墓园， 也称宋公园。

上海解放后，公园更名为闸北公园。近年来，

闸北公园日均服务游客近万人次，市民满意
度排名始终保持在全市公园前十位。

2017年底，静安区绿化部门瞄准“建设
静安区最具历史底蕴的综合公园”的目标，对
闸北公园启动整体改造。 改造主要调整公园
布局结构、 强化中式古典园林特色： 重建西
门、改建东门，新建双枫双院，改建各式亭廊，

统一园内建筑风格；调整公园广场布局，降低
游客活动对周边居民的影响；重塑对鸣湖、半
亩塘景观，净化水质，增加临水空间；丰富植
物特色，增辟牡丹园、四季花田，拓展北美枫
香、樱花、海棠林；更新游乐、健身、休憩等服
务设施，重新设计了儿童游乐场，完善安防、

给排水、供电、应急避难等基础设施。

改造还优化了公园排水系统，靠近湖体
区域的雨水排入水体， 其他区域排入市政管

网，分解市政管网压力。改造后的闸北公园是一
座兼具生态、休憩、观赏、文化功能的高品质综
合公园，去年成功创建为上海市五星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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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再出发需要凝聚
各方力量， 社会组织必不可少。

日前，浦东新区又添一处公益新
地标———“新益汇” 社会组织创
新空间启用。

突出“创新”功能
“新益汇”空间是浦东探索

“政府补贴、企业资助、社会组织
自负”房租“三合一”共担模式的
一项探索。 产业方星月投资集团
按照成本价提供场地， 与政府共
同打造公益空间。在支付方式上，

由浦东新区民政局对符合条件的
社会组织给予 50%补贴，企业资
助 25%，社会组织自负 25%。

目前， 园区已完成二期招
募，14家社会组织入驻，其中 11

家享受政府补贴。根据园区入驻
资格评审规则，每年园区将举行
入驻评审会，对入驻社会组织一
年来的业务开展、 内部治理、创
新发展等进行评审。

浦东新区民政局局长周小
平说，“新益汇” 突出 “创新”功
能，致力于服务和扶持处于成长
期的创新型社会组织，帮助其激
发自我造血机制， 加速成长，形
成社会组织的合力和创新活力。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是一
家在素质教育领域颇具影响力的社会组织。 今年 3

月，真爱梦想基金会入驻“新益汇”空间后，将作为
教育支持引擎的“教师发展学院”和创新实践基地
的“社区发展部”迁入空间。“新益汇”空间解决了基
金会在发展中所面临的办公场地紧缺的问题。

“抱团成长”发挥集群效应
在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抱团成长”是一个普

遍现象。优秀的社会组织孵化空间，可以发挥集群
效应，“新益汇”就是这样一处场所。

浦东新区爱心树生命关爱中心是致力于在家
庭、社区、学校宣传生命品格教育的公益性社会组
织。成立 5年来，依靠一大批志愿者在洋泾、金杨、

唐镇、惠南等 10个街镇落地项目。作为第二批入驻
的社会组织，爱心树负责人表示，“新益汇”空间富
有朝气的氛围有助于凝聚团队向心力，空间在项目
供需对接、规范引领等方面的资源也将有助于组织
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新益汇”还推出“优新益”计划，从“内部治理”

“内部管理”“创新发展”“资源拓展”“品牌建设”等五
个方面为初创期、 成长期以及志愿团队提供能力建
设。 周浦小雏鹰青少年服务中心是一家今年 3月刚
成立的社会组织， 其前身是周浦中金海棠湾社区的
一支自治团队。在前期需求调研的基础上，“优新益”

支持机构联合提供一整套支持方案，通过咨询辅导、

课程培训、能力拓展训练等方式助其健康持续发展。

“新益汇”还与浦东新区洋泾街道社区党委进
行“两进入两联动两做实”签约，对入驻社会组织做
到“三同步”，即同步联系、同步进入、同步覆盖，把
支部建在创新链、公益链上。

■本报记者 王志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