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看点乡村游让原本闲置的农民房换新颜，村民腰包也鼓了 引领建筑新发展 彰显文化新标杆

上海新十大地标建筑出炉
本报讯 （记者 钟菡）2019“上海新十大地标建

筑”评选结果昨日出炉。上海中心大厦、上海虹桥枢
纽中心、金茂大厦、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上海国际
传媒港、上海新天地、进博会展览馆（上海国家会展
中心）、上海东方体育中心、上海大剧院、世博文化
中心入选上海新十大地标建筑。其中，去年刚刚竣
工并启用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传媒港，成为最
年轻的地标建筑。

本次活动由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主办，以“引领
建筑新发展，彰显文化新标杆”为目标，选取建设所
在地位于上海市行政版图内、 自 1978年至 2019年
年底竣工的项目，从建筑文化、建筑美学、影响力等
方面评选出上海新十大地标建筑。

评审专家认为，新地标建筑的选择不仅在于建
筑的规模，更在于其设计思想的影响力以及在技术
上达到的高度。 上海无疑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标
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进入了一个新的腾
飞时期， 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上
海的新地标建筑应当与这种影响力相一致。

上海中心大厦为巨型高层地标式摩天楼建筑，

螺旋式上升的造型延缓风流，使建筑经得起台风考
验，勾勒更美的城市天际线。上海虹桥枢纽中心将
多种交通方式结合在一起，是城市交通建设的一大
创新。 金茂大厦的造型选取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同
时采用极具时代性的材料，体现传统与现代的完美
结合。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作为上海标志性建筑是
毋庸置疑的，其独特的造型已成为上海的名片。

上海国际传媒港采用峡谷状围合空间汇聚活
力，序列式轴线串联功能地块，构筑多层次阶梯状
城市天际线。上海新天地由居民区改造为一个既具
有典型上海历史风貌，又融合西方特征的时尚休闲
文化娱乐场，这种创新性模式为城市带来了新的活
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采用“四叶草”作为建筑设计
原型的进博会展览馆， 具有较强的建筑艺术价值。

上海东方体育中心为承办国际泳联世锦赛而建，造
型飘逸，充分体现水的灵性和动感。上海大剧院按
照中国古典建筑亭的外形设计，屋顶两边反翘和天
空拥抱的白色弧形，寓意天圆地方之说，象征各国
灿烂文化的“聚宝盆”。世博会文化中心是世界一流
水准的现代文化演艺综合场馆， 造型呈飞碟状，不
同角度和不同空间呈现出不同形态。

借6万，平账要还320万
2018年至今逮捕“套路贷”

犯罪案件432件879人
本报讯 （记者 王闲乐）为借款 6 万元签

下“虚高借条”，经过层层平账，这笔借款最终
虚增至 320 万元。近年来，类似“套路贷”犯罪
严重侵害群众利益，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妨害
司法公正。昨天下午，市检察院召开“打击套路
贷”新闻发布会：2018年 1月至 2019年 12月，

本市检察机关批准和决定逮捕“套路贷”犯罪
案件 432件 879人， 提起公诉 260件 653人，

373 人已获一审有罪判决，82 人被判处 10 年
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判处罚金 500万元。

涉案罪名97.49%为诈骗罪
2013年 5月，唐某某在奉贤区注册成立投

资公司，从事非法放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业
务。在放贷过程中，唐某某伙同团伙成员通过
种种手段，迫使被害人签下远高于实际借款的
借条。在借款人无法还本付息的情况下，唐某
某利用事先制造的明显不利于被害人的证据
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唐某某等团伙人员共实
施诈骗行为 10次，犯罪金额合计 700万余元。

去年 10月，奉贤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诈骗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
罪等判处唐某某等 14人有期徒刑 9个月至 25

年不等，并处没收财产及罚金。

该案是本市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涉
案金额最大的一起涉黑案件。 市检察院第三检
察部主任杨永勤介绍，去年 7月打击惩治“套路
贷”专项行动以来，共批准逮捕 266件 562人，

提起公诉 129件 326人。 从案件罪名看，“套路
贷” 案件以涉嫌诈骗罪为主， 占全部案由的
97.49%，同时伴有敲诈勒索、非法拘禁、寻衅滋
事、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
犯罪。这与“套路贷”犯罪以诈骗为主要手段，通
过伪造公文、 印章等行为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
识，继而通过虚假诉讼、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等
手段实现非法占有目的的基本特征相符。

注重发挥检察机关监督职能
与一般诈骗案相比，“套路贷”案件更复杂，

放贷人精心设计一整套证据， 甚至能赢得一些
民事诉讼。这给检察机关办案增加了难度。

在虹口检察院办理的汪某、陈某等人涉嫌
诈骗罪案件中， 陈某作为出资人拒不供述，同
案犯也不指认， 证实陈某主观明知的证据不
足，检察机关对陈某不批准逮捕。检察院引导
公安机关对陈某涉案证据继续查证，在补充一
系列证据后，公安机关再次将陈某提请批准逮
捕，虹口区检察院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在陈某
参与“套路贷”犯罪事实外，通过串并案件，还
查明陈某诈骗另一被害人 60 万元的事实。

2019年 11月， 虹口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陈某有
期徒刑 10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15 万元。而在
嘉定区检察院办理的董某某等 15人“套路贷”

恶势力集团犯罪案件中，检察机关通过询问被
害人，审核大量账本、欠条等物证，成功追加一
节犯罪事实，最终主犯获有期徒刑 20年。

杨永勤说，2018年至今， 检察机关共监督
“套路贷”犯罪立案 10件 31人，追捕追诉到案
的“套路贷”犯罪嫌疑人 47 人，对 21 名“套路
贷”犯罪嫌疑人审查后增加遗漏犯罪事实，对 3

件量刑畸轻的“套路贷”案件提出抗诉或再审
检察建议，其中 2件已获改判。

迎春花提前两周绽放
近期气温偏暖致其结束冬眠

本报讯 （记者 陈玺撼）春节还未到，上海
的迎春花已耐不住性子。记者昨天从上海植物
园获悉， 该园内的迎春花花期比往年大幅提
前，最早的一朵迎春花在去年 12月 28日就已
开出，比往年提前两周以上，刷新上海植物园
的物候纪录。

上海植物园高级工程师王玉勤感叹，“迎
春之花”赶在元旦前开放，比梅花还早，实属罕
见。据介绍，迎春花一般气温保持在 5℃以上才
会“醒”来，往年最早都在 1 月下旬开放，今年
开花早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去年 12 月至
今，阶段性气温较常年偏高，积温较高，迎春花
提前结束“冬眠”。迎春花的花期较长，一般有
30天至 45天。因低温会延长开花时间，预计这
波迎春花的花期可长达 60天左右。

             （上海植物园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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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间，国人对洋水果需求惊人，上海口岸已成为进口水果枢纽

申城最大洋水果市场不断转移扩容
20年前，上海“抓斗大王”包起帆和“蔬果

大王”康祖建两位全国劳模，一同谋划出华东
地区首个进口水果批发市场。 但他们或许想
不到，20年间， 国人对洋水果的需求惊人，以
及上海口岸强劲的枢纽功能， 已令这个市场
几度转移。

2000年 8月，依托上海龙吴港区，占地 60

亩的龙吴进口果蔬市场开业。 运行 10年后，龙
吴市场即饱和。又撑了 3年，地处奉贤、闵行交
界的辉展市场“接班”。岂料，辉展市场的容量告
急更快，5年后，100公里外的嘉兴迅速接棒。

“水果白领”精通外语和贸易
黄仙华， 上海欧恒进出口公司总经理，与

进口水果结缘 16年， 是这三大水果市场风云
变幻的见证者。2004年， 一个智利商人慕名前
来考察龙吴市场，之后果断在沪开设中国代表
处。这一年，黄仙华通过校园招聘，成为智利商
人的中国助理。彼时，智利仅苹果和葡萄少量
出口中国， 而日后大火的车厘子当年刚获准
入。他记得，2005年该市场交易量为 2万余吨，

但品种单调，以美国红提、新奇士橙，泰国龙眼
为主。 但他依旧能从驻沪各国领馆商务处、国
外水果协会和出口商纷至沓来与龙吴市场的
热切对接中，嗅到进口大增的前兆。

作为当时龙吴市场屈指可数精通英文的
中国人，黄仙华常被拉去免费做翻译、撮合生
意。也是从这年起，市场内十大经营户开始重
视招纳外语人才， 抓牢送到家门口的大把机
会。此后，原被认为低门槛的水果行业，逐渐出
现同时精通外语和水果贸易的“水果白领”。

市场也在酝酿“走出去”。过去，内地进口
水果的货源多由港台商人掌控，龙吴市场经营
户大量货源依赖广州市场。2007年， 龙吴市场
负责人徐征决定组织经营户直接前往产地考
察，改变进口水果价格、货量均受制于人的被
动局面。洽谈比预想顺利得多，回头琢磨，手中
筹码不少———中国的进口水果准入名单正变
得越来越长；2003年开港的上海洋山深水港，

其对国际航线的集聚效应逐渐显现；华东地区
消费能力强劲，尤其是人民币升值更增强了国
人对进口产品的购买力……多重利好叠加之
下， 上海进口水果数量持续高速增长， 进入
2010年，年增幅都在 30%以上。

“车厘子包机”带来“头市货”

渐渐地，龙吴市场“肚子”越撑越饱，尤其春
节前，市场外等待进入的集卡绵延数百米。2013

年 8月， 随着龙吴市场总经理徐征入股并前往
奉贤辉展市场任市场总经理，95%的经营户随
迁新市场。辉展市场位于郊区，办公、交易、冷库
面积均翻番，暂时缓解行业扩容的燃眉之急。

此后数年， 龙吴市场逐渐调整为零售格
局，而辉展市场在开市第二年经营规模就达到
龙吴市场历史峰值的 2倍，实现 1.6万柜 32万
吨。洋水果的品种、来源地也出现巨大变化，菲
律宾香蕉、越南火龙果、泰国龙眼等热带水果
占据半壁江山。 进口温带水果也极为丰富，新
西兰猕猴桃、智利车厘子、墨西哥牛油果、秘鲁
蓝莓、西班牙橙子，南北半球交替，时间相互错
开，全年应接不暇。

竞争亦空前激烈。 那些水果带着关税、运
费漂洋过海而来，成本已处劣势，为在中国立
足，还必须在品质、颜值、口感、时间差上取胜。

譬如，美国红提要打赢新疆、云南产红提，便设
法以“无籽”取胜；南半球的橙子避开秋季上市
的国产橙，主打“冬季牌”；果肉暴露在外不会
氧化的新西兰 Envy苹果，为进入中国市场，特

地取了个讨巧的名字“爱妃”……

辉展市场还有一大创举，是全球独有的水
果包机业务。 每年 11月初， 智利车厘子刚成
熟，产量少，装不满集装箱，真正大批量海运集
装箱要等到 12月底才能抵沪。利用客机辅仓运
输，容量有限，且需经数次转机，中间不可避免
发生冷链断裂。索性包机！从 2013年 11月起，

由东航安排两班货运航空， 从智利首都圣地亚
哥出发， 在美国安克雷奇做技术经停并添加燃
油，再抵上海。包机而来的车厘子运费不菲，但
它满足了国内消费者对车厘子“头市货”的需
求。迄今，车厘子包机在沪延续多年，已实现在
北京、郑州、南京、杭州、宁波、合肥、广州、沈阳
等市多点降落。

老外日历里的“水果春运”

2017年，上海口岸进口水果首破 100万吨
大关，是 2000 年的 50 倍，辉展市场前的永南
路水泄不通情形重演。这一次，辉展市场负责
人未雨绸缪，在 100公里外嘉兴城区西部边缘
地带入股投资新市场———嘉兴海广兴市场。嘉
兴地处长三角高速路网中心，从嘉兴出发前往
上海、苏州、宁波、杭州，均 1小时车程，近年来
当地已形成国产水果在华东地区的重要集散

地，各种水果年交易量达 300 万吨。嘉兴海广
兴市场俨然是上海的“外腹”，使得辉展市场的
吞吐更从容，前者主打东南亚热带水果，后者
则以南北半球温带水果为主，两者彼此调剂互
动。目前，辉展市场年交易量稳定在 3万柜 60

万吨， 而海广兴市场进口水果交易量在 2018

年 9月开业后，现已达 60万吨。

上海最大进口水果批发市场几度变迁背
后，折射出愈走愈强的上海口岸枢纽功能。上海
海关数据显示，上海口岸进境水果去年超过150

万吨， 登陆后有三大走向———部分进入批发市
场；部分被送往零售终端配送中心；还有相当数
量通过公路运输，分拨往大量二、三线城市。

如今， 智利车厘子种植面积增加 10倍以
上，90%出口中国。 智利最大车厘子出口商已
派“第二代”长期驻扎上海。每年 11 月收获前
夕，智利车厘子栽植大区周边宾馆，包括上海
进口商在内的中国商人成群入住。

黄仙华至今难忘，十多年前，一位颇有先
见之明的南美出口商请黄仙华帮忙，将往后 20

年中国农历新年的日期统统列出来。眼下春节
将至，各国水果正加速开启目标为中国的“水
果春运”，“中国节日成为外商日历上一个重要
节点，这何尝不是中国影响力的体现呢？”

■本报记者 李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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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元旦上午，家住场中
路 4弄 10号的彭新华老人，在子
女陪伴下， 高高兴兴地乘着刚刚
竣工的电梯下楼， 来到附近一家
酒店，全家人相聚吃“迎新饭”。老
人说，这顿“迎新饭”既是迎接新
年的到来， 也是庆祝加装电梯后
新生活的开始。 记者从虹口区获
悉，从 2015年 8月试点启动多层
住宅加装电梯工作以来， 全区已
先后立项 116台、 竣工 69台；其
中 2019年共立项 51台、竣工 27

台，尚有 15台正在施工中，其竣
工数量位居全市第一。

跨前一步摸清底数
虹口老龄化程度较高，居民

对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呼声很高。

虹口区委、 区政府把加装电梯作
为重要的民生实事工程来抓，建
立区管局、建管委、规划局、市场
监管局、财政局及各街道成立“虹
口区推进加装电梯工作专项领导
小组”，通过建立多级平台推进加
装电梯工作开展， 每半月定期召
开 “虹口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
梯工作推进会”；建立加装电梯工
作区级推进微信群； 根据条块结
合，建立四个基层微信工作群：审
批联络员群、街道联络员群、街道
专项推进群、已立项代建群。

记者了解到，虹口区房管局
秉持跨前一步、技术先行的原则，

请第三方专业单位根据各街道排
摸上报信息， 已完成对全区范围
内既有多层住宅小区楼幢前期测
勘工作，出具了可行性方案报告，

为各街道及居委会提供工作依
据。 各街道完成既有多层住宅小
区加装电梯的居民征询， 并上报
相关数据， 由区房管局汇总形成
虹口区加装电梯基础大数据，为
加装电梯工作的开展摸清底数。

虹口区房管局相关人员说，为进一步优化加装
电梯征询流程，虹口区将每个门洞进行 1次全小区
2/3 居民征询改为每小区仅进行 1 次 2/3 居民征
询，为居委会、业委会、居民征询工作减负；针对加
装幢全体业主是否同意加装电梯、造价分摊、维保
费分摊、运行费分摊四项征询，编制参考样张合并
为一份材料，只需一次征询，避免重复操作。

部门联动扫除障碍
各职能部门的联动十分关键。虹口区通过实行

并联预审，建立绿色审批通道，在征询阶段，区房管
局与区规划局共同对立项材料、初步设计方案进行
预审，对存在的问题做到早发现、早解决，双管齐
下，进一步提高申请资料通过率；区房管局作为立
项单位，通过提前预审，确保 10个工作日内完成立
项审批。区规划局在征询阶段对初步设计方案进行
预审，在方案审批阶段实行公示与绿化、消防等部
门征询并联办理， 确保在材料合规的前提下 30天
内发放规划许可证。区建管委通过提前开放网上资
料填报预审平台，在专家评审的同时对本部门的审
批材料提前预审核查，评审通过后，对施工许可备
案当日办结。区市场监管局专业设备审批也在 3个
工作日内办结。区财政局对于加装电梯补贴发放给
予优先审批，做到应发、能发、尽发。

虹口区在加装电梯工作中， 坚持党建引领，做
到把支部建在项目上，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居民工
作中的积极模范作用， 各级部门配合做好群众工
作，从而促进了加装电梯工作顺利开展。2019年，虹
口在多个试点成片推进项目小区成立了加装电梯
项目临时党支部，集中房管、规划、绿容、城管、公
安、街道、居委、居民自治小组等各方力量，协同合
作，为项目的推进扫除障碍。

■本报记者 周楠 通讯员 龙钢

诗意田园令人向往，沪郊乡村游吸引越来越多游客

乡村游长期“美丽” 品牌特色是关键

伴随乡村游兴起，越来越多游客走进农
村；原本相对封闭的村庄，也因此打开通向
外界的窗户，有了新变化。乡村游真有这么
大魅力？ 能挑起带动村民致富的担子吗？记
者走访沪郊农村时有了一些新发现。

乡村游焕发生机聚人气
虽是周三，但松江区叶榭镇兴达村休闲

农庄生意兴隆，周末的乡村民宿早被预订一
空。 这里的不少游客是来自市区的上班族，

平时工作节奏快，生活压力大，周末来这里
住住民宿，看看田园风光，卸下满身疲惫，身
心都舒畅。乡村游让原本闲置的农民房换了
新颜，村民腰包也鼓了。

如今，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到城区买房定
居，留下来的多是老人，不少房子闲置。从市
区返乡的兴达村人小朱看到这一商机，办起
休闲农庄。村民通过出租闲置农房可获得租
金，大米等农产品也通过网红休闲农庄的平
台卖出更好的价格。

位于泖港五厍现代农业园区的吾舍农
场，果林资源丰富，成为远近闻名的四季采
摘果园。最近天气有些冷，但大棚内红彤彤
的草莓、树枝上清香的桔柚仍吸引市民游客
纷至沓来。吾舍农场负责人李冰说，农场四
季都有水果可采摘，还有传统手工、农耕体
验和科普教育等项目，每天接待游客 300人
左右，每月营业额可达四五十万元。

在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新浜镇南杨
村的“石泾弄”农家私房菜馆里，手艺精湛的
厨师和对乡村有感情的店主坐镇， 名不见经
传的“石泾弄”很快成了有口皆碑的农家菜私

房菜馆。 虽然目前菜馆每月营业额才 5万元左
右，但店主吴建东并不在意一时的流水，顾客的
口碑和朋友们的认可才是他看重的。

乡村游也使乡村焕发新的生机。浦南不少
村庄的老房子修整一新， 村庄道路干净整洁，

很多原本没人住的房屋经改造，又将主人吸引
回去，农村人气更足了。

乡村游美丽背后存弊端
但美丽背后，也存在一些弊端：

土地政策制约，经营模式单一。经营者扩
大规模受困于土地政策限制，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如何在农用地不被侵占的前提下保证供给，

成为乡村旅游产业持续发展的难题。部分自然
村手握一把好牌，但对如何出好牌，盘活沉睡
的存量资源一直未理出思路。

特色差异不大，品牌效应待建。游客对乡村
游品牌多样性、 内容丰富性和体验差异性的要
求越来越高。乡村游发展要尽快改变产品雷同、

内容泛化的局面，挖掘产品特色，建立品牌。

产业链短小单薄，投融资方式落后。一方
面，外来经营者凭借资金实力和经营理念成为
乡村游经营者中的大户；另一方面，当地经营
者受困于知识结构、管理能力、资金等方面的
不足，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遇到瓶颈，不少乡
村缺乏旅游的完整规划和产业链。

李冰说， 吾舍农场四季有可供采摘的蔬
果，还因地制宜安排了众多农耕、手工等体验
项目，一年四季有游客慕名而来。但因为土地
政策制约，配套设施不足，限制了农场的游客
接待能力。这个往日风光的品牌农场也遭遇生
存难题。近一年来，虽然每月营收有四五十万
元，但因为有 300亩果园需打理，近 40位果林
技术人员、 农场管理人员等需要支付薪水，农

场的支出和收入只能基本持平。

“石泾弄”的农家菜虽留住不少回头客，

但吴建东也在思考怎样才能更好地留客。饭
吃完了，周围却没有其他可体验的项目。

资金不足也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拦路虎，

新浜旅游公司总经理诸林萍算了笔账：从
2010年开始发展乡村旅游，包括基础设施配
套、节庆活动打造及平时运营管理，新浜镇
投入不菲。诸林萍坦言，下一步需要考虑引
入民间资本。

乡村旅游要可持续发展
虽遭遇困难，但乡村旅游关系到农业产

业升级、农民增收，甚至还影响到上海未来
产业结构调整、城市更新迭代等命题。乡村
旅游产业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南杨村，

新浜镇农办主任姚向东透露，借助南杨村市
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的东风，“石泾弄”东
面泗圣址河的疏浚和景观改造工程即将提
上日程，将来通过水系沟通，这里的水景观
将与东面占地 900亩、处于闲置的休闲农庄
连成片，为打造江南水文化特色的乡村旅游
景观打下基础。

陆峰称， 下一步将通过培训等业务指
导， 促进乡村旅游经营主体加快转变意识，

不再过分追求小而全，而是集中精力挖掘自
身特色。为了实现旅游资源有机整合，计划
通过打造旅游线路，串珠成线，实现五厍乡
村旅游区域化发展。

叶榭镇旅游公司总经理马连平也表示，

为了更好地带动周边农户增收，民房改民宿
的模式将推广到周边农户，探索农户参与休
闲农庄运营的合作模式，进一步提高乡村民
宿的供给能力，形成品牌集聚效应。

■本报记者 李成东

2013年，辉展市场开市，龙吴市场 95%的经营户随迁新市场。 如今海广兴市场成上海“外腹”。 均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