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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节一个贪官被判
刑，已经没有什么“新闻性”

了。但近日宁夏国土厅副厅
长陈淑惠被判十年，却引出
了 一 点 不 大 不 小 的 波
澜———陈副厅长受贿 600

万元，其中绝大部分是老板
们在她的生日和节假日进
贡的。在那个区的“业内”，

陈副厅长的生日为众“企业
家”所熟记，而每逢春节、中
秋，老总们总要捧着成捆现
钱上门去“拜年”……

有善言相劝，对于官员
来说，年关应是“廉关”，生
日应成“慎日”，这是颇有道
理的。就拿生日而言，往往
成为围猎的好时机，又更成
为贪吏们借以敛财的好由
头。前些年报道过一个县级
市市长一年要过四个生日
的奇闻———他要“庆生”，既
要过阴历生日，又要庆阳历
生日，既要做虚岁，又要贺
实足年龄， 明明去年已经
“做九不做十”了，今年满五
十，却又要大张旗鼓。生日
不是白过的，寿宴更不可空
着手来，一年下来，这位市
长笑纳的寿礼，就有几百万
元啊！

生日当然是喜事，但贪
官的敛财， 何止这一日？红
白皆喜嘛。丧事也成了敛聚
的好机会。比如某州秘书长
丧母， 他到处打电话，“通
知”的是“不要送礼”，但在
大殓现场，却备下了两个大
箩筐，摆下了“记账台”，果然装了百万元现金。

又比如某局长正愁着要筹集给情妇的百万元
“分手费”，哪里去筹呢？正值儿子高中升大学，

老婆因病住院，再加上最大的一项“进账”，即
丈母娘的仙逝，于是三箭齐发，百万元礼金一
举搞掂，也算不是奇闻的“奇闻”了———自 2012

年至 2016年，短短的五年之中，中纪委公布的
各级官员利用殡葬丧事赚钱敛财的案子就达
近万起！这个“不完全统计”，生动地说明了在
并不遥远的那一段时间，红白之事，真的成了
这些墨吏们“无所不用其极”的“喜庆”啊！

从官员生子、再婚、讨儿媳妇，到丧偶、失
双亲、死了丈母娘，再到乔迁之喜、升官之喜，

等等等等，在那一段时间，在某些地方，都成了
贪官们收礼受贿的“理由”。其实就连生病住进
医院，竟也成了收受进贡的“人之常情”、官场
潜规则。有那么一个县委书记，要想“搞点钱”

了，于是宣布大面积“调整干部”。波及全县近
千副科级以上的部局乡镇干部， 也就演出了
“百官送礼”的闹剧。这还不够，送礼奉金，要有
个“人之常情”的场景！于是书记住进了县医
院，“寡人有疾”了，你们还不来看看？于是不但
收受的贵重礼品多得一个病房放不下，在隔壁
辟了一间专室，而且收纳的现金，连一个专车
的后备箱都不够装啊。

“都来送，谁送了记也记不住，但没送的却
记住了”，这是大老虎苏荣“住院”时的一句名
言。 不知这个装病的县委书记是否亦是如此？

这可真是“千吏换岗”的当口哦。

利用生日寿辰、红白喜事、婚丧嫁娶直至
乔迁升官等等受贿， 决不是什么民间的 “常
情”。“进贡”的一方，往往是两种人，一是要想
“进步”的官员，所以实质是买官；一类是老板，

多有商业利益上的诉求， 因此其实是收买。这
两种“礼”，都是要收受方即刻或日后以公权力
来回报的，名曰“礼尚往来”，实为贿赂围猎。近
年居然还有受贿的官员在法庭上大言不惭地
说那是“人情”而已，可见他们不但将红白之事
当成纳贿的“机遇”，更指望它包装上“人食五
谷，都有常情”的保护伞。从这个意义上说，几
句关于“廉关”或“慎日”的规劝，也许并不济于
事呢！

陆济洪：从摆地摊的“卖菜郎”到知名企业的蔬菜供货商

“不走捷径”，对得起客户与农户

■本报记者 唐烨

30多年前，他只是一个摆地摊的“卖菜
郎”，从卖 2 分钱一撮的小葱起家；如今，他
一手创立的蔬菜供应链公司，旗下有四家全
资控股公司以及十数家参股的城市合伙人
公司，年销售额超过 8 亿元，蔬菜品牌成功
打入全国 160多家大卖场，并成为香格里拉
酒店、金茂大厦、豫园商城、香港美心、小辉
哥火锅等大牌餐饮企业的蔬菜供货商。致富
不忘惠民，他在多家超市常年设立惠民蔬菜
销售点，每天供应低于市场价 3成以上的多
款家常蔬菜；种植户受灾，他不但不追究违
约金，还拿出资金让他们重建生产基地……

他就是上海济洪蔬菜董事长陆济洪。

在他的办公室墙壁上挂着这样一句话，

“别人都在寻找捷径， 济洪竭力不走捷径”。

这正是陆济洪多年来坚守的信条。

白手起家，一路辛苦创业
陆济洪今年 62岁，常年的风吹日晒让他

皮肤黝黑，看上去比同龄人要老一些；但说起
话来，却声音洪亮，一副精神头十足的样子。

1984年，27岁的陆济洪带着妻儿从安徽
农村来到上海。为了生计，他在静安区胶州路
农贸市场摆了一个小摊位：不足 1平方米，专
卖葱姜。尽管在农贸市场内“同业”竞争激烈，

但他的摊位总是生意最好的， 因为他家的葱
总是洗得干干净净，摆放得整整齐齐。一段时
间过去，他积攒了一些钱，于是租了个摊位，

面积大了，可以卖种类多一些的蔬菜。

做蔬菜生意非常辛苦，起早贪黑去批发
菜，终日几乎都要在菜摊前站着。为了能进
些便宜点的蔬菜，他每天凌晨 2时就赶到十
六铺码头批菜，在天亮前再坐公交车赶回胶
州路；为了多批一些蔬菜，他后来自制了一
辆拖车———一块木板下安装四个轴承，但当
时的上海， 马路还多是用石块铺成的弹咯
路，小板车在上面拖起来很费力，陆济洪也
因此落下了腰疼的毛病……

“做蔬菜生意的人都是这样苦出来的，

没有捷径可走。”1997年，他终于领到个体户
执照有了正式摊位，可以名正言顺做生意。

诚信待人，广交生意伙伴
陆济洪非常珍惜自己的正式摊位，他每

天都精心挑选蔬菜，不存侥幸、不贪小便宜，

真诚对待每一位顾客。

当年在胶州路农贸市场摆摊的老摊贩
们，都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有年冬天，一位老
太太在市场买了两根烂了芯的冬笋，气冲冲
地回到菜场要调换； 可看着一排排蔬菜摊，

竟忘记是从哪个摊位买的了。 看到这种情
景，摊主们都不吱声，避之不及。陆济洪动了
恻隐之心，从自己的冬笋堆里挑了两根新鲜
且饱满的冬笋塞到老太太手中。 过了几天，

老太太才想起来，这两根冬笋不是在陆济洪
的摊点买的，就带着女儿一起来感谢他。

从那时起，陆济洪做生意诚信的名气开
始传开了，不但顾客有目共睹，一些星级宾
馆、酒店、饭店等大客户也主动找上他，专购
他卖的蔬菜。

“做生意要交朋友。与生意伙伴的交情，

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同样没有捷径可走。”

生意做大后，他经常告诫员工说“不要过于
计较每一笔生意的盈亏，否则与生意伙伴的
合作必定长不了”。

去年， 他的企业在张家口地区要收购
1500吨土豆，但首批土豆收购上来后，企业
发现，由于农户储存土豆不当，造成了土豆
的抽芽现象。 为了提供给客户高品质的土
豆， 又不忍心让辛苦种土豆的农户承受损
失，陆济洪决定“吃”进首批土豆。他让人对
土豆进行处理做成肥料，防止这批不合格土
豆流入市场；又派人去其他产地迅速收购一
批新土豆，按时给客户供货。最终为了这批

土豆，他损失了几十万元；但他心中很宽慰，

因为“对得起客户与农户”。

初心不变，致富不忘惠民
诚信待人，让他广交生意伙伴，也受到

客户的尊重。生意越做越大，陆济洪开始走
出胶州路农贸市场。2002年， 他在静安区注
册成立了济洪蔬菜配送中心有限公司，主要
为超市、菜场、酒店、宾馆等提供蔬菜配送服
务。生意大了但初心不变，赚钱后更是不忘
惠民。他说：“一路走来，始终不忘别人的帮
助，所以有机会我也要帮帮别人。”

在济洪公司服务的全国各大卖场、商超
蔬菜柜台都有个“惠民蔬菜销售点”，每天推
出 5到 8款低价蔬菜，菜价要比市场价低三
到五成左右。如今，济洪公司的惠民蔬菜项
目每年要向居民让利 40余万元。

做蔬菜生意，最大的惠民是守好食品安
全关。近年，陆济洪持续加大在食品安全方
面的资金投入，卖“放心菜”。在安徽等地，济
洪公司先后建立了 5个自建农场，拓展了 40

个合作农场，从源头上把控食品安全；自建
快速实验室、微生物理化实验室，购入 40台
农残检测设备放在门店，委托上海食品研究
所、SGS等第三方权威机构进行全面食品安
全检测， 每年花费在品控上达数百万元；在
净菜工厂的流程中坚决不添加任何人工防
腐剂，与农科院研发力量合作研发更为科学
的方式为蔬菜保鲜。

上赛场3万人手中国旗飞扬
快闪 MV今晚首播，《航拍上海·嘉定篇》明晚首播
本报讯 近日，2019中国房车锦标赛在位于

嘉定的上海国际赛车场举办。比赛间隙，一场《我
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让现场深情涌动、激情迸
发。和着熟悉的旋律，面对两面巨幅国旗，3万多
观众同时唱响《我和我的祖国》，表达对祖国的美
好祝福。

房车锦标赛中场间隙，上赛场主看台入口前
的广场上传来悠扬而婉转的小提琴声。“我和我
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青年歌手平安、席
燕娟、黄晓，知名演员王汝刚，书画篆刻家韩天
衡，体育节目主持人唐蒙，全国劳模李香花，全国
道德模范候选人赵宪珍等在人群中唱起熟悉的
旋律。人们围拢过来，跟着放声歌唱。这时，两组
舞龙舞狮的队伍奔跑入场， 伴着旋律欢快舞动，

广场上一派喜庆热闹。

场内看台上已是一片红色海洋。3万多名观

众挥舞手中国旗，一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一
面巨幅五星红旗出现在主看台，国旗在观众手中
缓缓接力移动，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当歌声
进入高潮，第二面巨幅国旗在主看台主入口处自
上而下徐徐展开，现场再次爆发欢呼与掌声。“我
爱祖国，我爱上海！”人们对着镜头表达内心的激
动与自豪。

这场《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由中共上海
市嘉定区委员会、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主办。

快闪 MV 今晚在东方卫视《东方新闻》首播，《航
拍上海·嘉定篇》将于明晚首播。

《我和我的祖国》上海各区快闪 MV 展播活
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政府新闻办共
同主办，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报业集团、东方网
承办，各区展播片将在东方卫视等本市主流媒体
播出。巨幅国旗徐徐展开，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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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玺撼）

老百姓彼此之间矛盾引发
的烦心事，也能通过生态环
保督察得到化解。在虹口区
某小区内，十几年间，原本
只摆放了几盆绿植的公共
平台竟然“发展”成了私家
的农棚菜园！在虹口区相关
监管部门和小区物业的协
调下，这处私家农棚菜园被
迅速拆除，公共平台又恢复
了干净整洁。

公共平台恢复
整洁舒适

7月 29日，虹口区接到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交办
的群众信访举报转办件，反
映虹口区水电路 300 号金
鸿苑小区内一处公共平台
密集种植绿化，导致蚊虫孳
生，施肥臭味扰民。

虹口区多个监管执法部
门赶到现场核查， 发现举报
情况属实。 广中路街道办事
处社管办主任汤兴良表示，

监管执法部门现场立即与两
户居民沟通， 告知他们违规
后果， 两户居民立即表示愿
意配合，同意清理整改。但考
虑到部分物件和绿植有一定
价值，为居民所喜爱，街道没
有“一刀切”式整治。在征求
居民意见的基础上， 允许他
们在 7月 30 日前将相关物
品搬离公共平台自行处置。

8月 3日， 记者在现场
看到， 经过整治的公共平台
重新恢复了原状，整洁舒适。

无证制售餐饮
及时叫停

7月 27日，虹口区接到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交办

的群众信访举报转办件，反映虹口区临平北路
88号与 68号间的墙角， 为两幢大楼排水管道
汇聚点，此处脏乱、臭气熏天。

虹口区督察信访组第一时间上门调查，找
到了位于临平北路 78号二层的上海文武会所
管理有限公司。经查验，这家公司有营业执照，

但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8月 3日，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家店已关停
超范围经营项目， 私设的油烟管道已被拆除，

排烟口已被封堵； 私设的污水管道也已被拆
除，位于楼底部的隔油池正在拆除；楼层外墙
凝结的油污已被彻底清除。

虹口区市场监管局对上海文武会所管理
有限公司的无证经营行为，拟处罚款 5万元。

赋能实体经济和制造业转型升级
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获批，力争用 10年打造千亿元规模

本报讯 （记者 黄勇娣）市政府近日同意并
印发 《推进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建设
工作方案》。 按照一体化规划高质量发展要求，

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选址闵行区马桥
镇及其周边区域，面积约 15.7平方公里，纳入
全市“3+5+X”区域整体转型工作，力争用 10年
实现在生产、生活、生态各个领域与人工智能的
深度融合，打造千亿元产业规模。

形成新一代人工智能试验区
根据方案，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

分为产业创新发展区和应用综合实践区两部
分。其中，产业创新发展区规划面积 10.8平方
公里， 将通过高标准项目准入和存量资源转
型，孵化人工智能创新技术，承载人工智能科
技成果，重点发展智能运载系统、智能机器人、

智能感知系统、 智能新硬件系统等 “四智”产
业， 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孕
育若干人工智能领域独角兽企业，与紫竹创新

创业走廊、吴泾地区转型实现东西联动，构建
创新资源汇聚地和新兴产业增长极，形成新一
代人工智能产业试验区。

应用综合实践区规划面积 4.9平方公里，

将围绕城市管理、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等需求，

搭建丰富的人工智能应用体验场景， 成为集人
工智能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人才聚集、学术交
流、展示推广等于一体的创新应用综合实践区。

发挥区位优势实现梯度发展
按照上海产业地图的布局定位，试验区将

充分发挥马桥镇在区位条件良好、拓展空间充
裕、生态环境优美等方面的相对优势，着力突
出“产业优先、应用示范、产城协同”三大特色，

与徐汇滨江、浦东张江、闵行紫竹的科创资源
丰富、新兴产业活跃、初创企业众多等方面的
优势地位形成互补，实现梯度发展。

按照“一次规划、分步实施”的策略，未来
10年， 试验区将逐步建成人工智能开发先行
区、产业应用特色集聚区、未来城市发展试验
区，实施“三步走”计划。

近期 （2019—2021年）， 主要完善顶层架
构，关注场景搭建，培育优势企业。试验区将重
点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场景建设，聚焦城市管
理、公共服务、智慧生态等 3—5个领域的人工

智能应用场景，形成试点示范；引入 5—8家人
工智能龙头企业，培育 50家中小型创新企业，

力争产值突破 200亿元；营造优越的人工智能
发展生态。

中期（2022—2025 年），聚焦体系建设，发
挥集聚效应，实现示范发展。试验区累计引进国
际水平的人工智能企业和机构 50家，培育 8—

10家人工智能创新标杆企业和 100家中小型
创新企业，产值突破 500亿元；基本实现万物互
联、数字融合、应用场景丰富多彩、功能型创新
平台潜力迸发、城市管理水平显著提高，形成上
海人工智能特色产业集聚区和应用示范基地。

远期（2026—2030 年），汇聚优质资源，打
造生态示范，建成实践高地。人工智能与城市
发展深度融合， 形成浓厚的国际化发展氛围，

汇聚国际标杆水平的创新机构或团队 8—10

家；试验区在生产、生活、生态各个领域与人工
智能深度融合，成为未来城市实践高地、新样
板，打造千亿产业规模。

“区域+产业+创新”政策叠加
在产业发展重点上，试验区将依托地处紫

竹创新创业走廊的区位条件， 发挥空间成本、

技术人才、应用示范等优势，以创新实践助力
产业项目落地，通过“区域+产业+创新”的政策

叠加，培育发展人工智能相关的研发、制造及
系统集成等环节，引导优质产业项目向试验区
集聚，构建特色产业生态，重点发展智能运载
系统、智能机器人、智能感知系统、智能新硬件
系统等“四智”产业，优先布局东川路以北的增
量用地，带动周边区域的转型升级，增强创新
浓度，提高经济密度。

在应用实践重点上，试验区将按照“智生
产、智生活、智生态”的发展理念，融合运用人
工智能、 大数据、5G、 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探索构建数字孪生城市，推动人工智能等
技术在应用综合实践区与城市生活工作深度
融合，驱动城区智能运行、迭代创新，实现基于
人工智能应用的“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服务、精
致化生活”，形成应用示范高地。

试验区将积极推进空间资源转型升级。对
试验区内的产业创新发展区以及闵行经济技
术开发区、闵行装备产业基地内的“三高一低”

企业，积极开展产业结构调整，按照“锁定地
块、锁定项目、锁定时间、锁定责任主体”的原
则，积极推进区域整体转型升级。在 10.8平方
公里的产业创新发展区中，增量工业用地 1574

亩， 存量工业用地达到 7460亩， 其中约 3000

亩需要转型升级， 未来主要采取能级提升、就
地转型、提质增效等方式，分类实施转型升级。

陆济洪在蔬菜加工车间检查食品安全。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8月 4日，一对母女在彝绣传习课现场学习彝
绣。当日，上海廿四市民体验中心举行彝绣传习课，

来自云南省元阳县黄茅岭中心小学的彝族女教师
马素英为刺绣爱好者传授彝绣手艺。2017年起，马
素英与上海的志愿者结对成立“云绣工坊”，将元阳
乡村善于刺绣、 手作的绣娘组织起来进行培训，制
作风格独特的彝绣工艺品出售，许多家庭因此获得
增收渠道，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新华社记者 任珑 摄

都市里的彝绣传习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