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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无人农场、数字智治……

科技赋能送春风
乡村振兴看浦南
□记者 蔡小兵 摄报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
创新与应用，数字科技不仅成为城市产业集群高
质量发展的引擎，而且正在加速向农业领域渗透，
为乡村产业振兴与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契
机。眼下春耕春播在即，科技赋能的春风给浦南
农村带来新的景象。

测量队走进
“土是宝”
三月春和景明，自然资源部第一地形测量队
的工程师们走进新浜镇林建村水稻示范田，开始
进行农业基础数据联合测绘工作。田间，工作人
员手持 RTK 移动站，与设在上海土是宝农业专业
合作社内的固定基站进行数据对接，一架测绘无
人机飞上田间乡道，进行高精度空间数据采集。

“这些设备主要是根据三维激光扫描的原理，
利用激光测距来获取物体真实坐标的，对于我们
信息化管理是非常有用的，尤其在未来农业自动
化、信息化上是非常实用的一项技术。”自然资源
部第一地形测量队工程师李旭洋介绍。当天，工
程师已完成局部数据采集，示范区农田、道路、水
系等基础空间信息未来将集成到智慧控制中心，
用以指挥新一代农机装备自动驾驶定位和自动化
作业。
随着物联网、无人驾驶等新技术的应用，农业
生产的自动化革新已近在眼前。
“对这些农田进行
数字化采集之后，我们将建立一个数字化的底层
模型，为今后的农机自动化作业提供一个基础地
图导航，使我们的农机装备可以沿着设定的路径
进行自动化作业，也为我们今后农业发展的变革
探究出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土是宝农业专业合
作社社长何杨阳告诉记者。
接下来，合作社将依托生态农业种植的良好
基础，开展水稻无人化耕作场景实践。据悉，1000
亩水稻示范田数字化建模和空间数据集成分析应
用将于 7 月前完成。土是宝合作社计划用两到三
年时间，对生产管理软、硬件设施进行智能化改
造，
实现向智慧农场的转型升级。

“无人农场”领航未来农业
《上 海 市 推 进 农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行 动 方 案
(2021-2025)》明确提出，将着力提高农业智能化
生产水平，到 2025 年打造 10 万亩粮食生产无人农
场。科技赋能正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代一去
不复返，位于泖港镇的一家无人蔬菜农场让我们
提前洞见了未来农业的模样。
走进科技感十足的大门，神秘的无人蔬菜农
场令人眼前一亮。这家蔬菜农场的生产链刚刚经
历了迭代升级，将人工智能、物联网、机械手等前
瞻科技应用到蔬菜种植，从播种、育苗、移栽到采
收、包装实现了全程无人值守式生产。
为了有效降低生产成本，二代生产线采用了
国产设备。多吉利德农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总经
理马强介绍：
“和第一代进口装备相比，第二代系

统造价几乎是原来的五分之一，智能化和自动化
的程度却更高，
所以整个系统实用性更强。”
记者在播种区看到，流水线自动完成基质填
充、压穴、播种、喷淋，以 10 秒一箱的速度完成了
标准化种植，再由传送带送入码垛，最后由机械臂
稳稳放入恒温育苗架。室内恒温育苗规避了自然
条件影响，每小时可培育出 500 盘蔬菜苗，控制室
内的人工光源、温湿度、通风等条件的环境检测控
制平台对此功不可没。
“我们整个大棚里的温度、湿度还有二氧化碳
以及生产过程中每个设备的传感器都会呈现在我
们的软件上，只要某个设备出现一点异常，这里都
会报警，可以说整套生产流程都做到了无人化值
守。”多吉利德公司总工程师庞体国介绍。
全程自动化的蔬菜农场大幅节约了劳动力成
本。传统的蔬菜种植百亩至少需要 30 人管理劳
作，但自动化蔬菜基地一共只需 4 人日常运维即
可。经过几年的探索，
基地还研究出了可循环基质
材料和物理防虫措施。马强介绍，
二代生产线革新
后，
有望将蔬菜生产成本降到 4 至 6 角一公斤。

“数字智治”融入乡村治理
数字科技正融入乡村发展的各个场景，数字
化在改变农村百姓生活点点滴滴的同时，也推动
着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目前，浦南乡村已
建立镇级城运中心平台，借助信息服务云、大数据
等数字科技将乡村治理纳入
“一网统管”体系。
在泖港镇城运中心，工作人员正盯着一块巨
大的显示屏，日常案件处置、公共设施监管等跳动
的数据如同乡村治理的“智慧中枢”，维系着泖港
镇 19 个片区的日常管理。随着大屏幕“案件处
理”指示闪烁，城运中心收到新乐路一社区“污水
井盖缺失”的案件上报。
“这个案件是我们专职网格长巡查后上报的，
接报后，我们立即派单到处置部门，处置完毕后网

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喜迎客 旅行公司走出困境忙接单

茸城旅游经济进一步复苏
□记者 宋崇 文 姜辉辉 摄
2020 年，受疫情影响，旅游业受到重创，时至
今日，国际旅游仍无法如常开放成行，但值得欣慰
的是，由于我国疫情控制情况较好，今年的国内旅
游所受的影响已经很小。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
的清明小长假中，上海市共接待游客 870.95 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 41.09 亿元。其中，松江区纳入
监测的 16 家景区(点)累计接待游客 36.85 万人次，
营业收入 1680.72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50.53%和 198.21%。
近日，记者从区文旅局获悉，我区春季文化旅
游活动方案基本制订完成，在 5 月 31 日之前，将有
一大批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呈现，不仅可以为游
客提供多样选择，也可以让很多旅游从业者从中
受益，旅游经济将进一步复苏。

凭借区位优势 深挖文化迎接八方客
“穿越花海，呼吸纯净空气”
“品味文博，沉浸
艺术盛宴”
“文艺大戏，探寻红色记忆”……这是近
日记者从区文旅局获得的活动资讯。据了解，在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我区将有数十项文旅活动
依次开展，涵盖自然、人文、艺术等多种类型，以满
足不同游客的个性需求，比如，在上海醉白池公园
正在进行一场名为“池来的爱”的上海之春艺术
展，同时还有其他多项特色活动正在筹备中。
“醉白池公园是上海西南大门展现上海城市

文化、上海历史人文的重要景点，周边既有轨交 9
号线，又紧挨着松江枢纽，便捷的交通也是景点的
一大优势，因此我们想通过吸引更多市区、外地的
游客前来，了解松江的文化和历史。”上海醉白池
公园主任徐广强介绍。

旅游订单暴涨 价位比以往实惠不少
旅游景点各项活动搞得风生水起，旅游公司
也忙碌起来了。日前，记者来到松江本土企业上
海钟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新址，公司客户经理
罗芸正在埋头办理游客出游的相关事宜。她说闲
了一年，最近才再次体会到曾经旅游旺季的忙碌
状态。
“去年一年基本上就是停滞的状态。今年清
明节过了以后，订单一下子就增加了。不论是散
客还是团队都蛮多的，接都接不过来，对我们的激
励也蛮大的。”罗芸说。
罗芸介绍，由于去年受疫情影响，旅游行业一
度陷入停滞状态。尽管后期政策上有所松动，但
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出游的人还是不多，故而客单
少得可怜。由于入不敷出，罗芸所在的旅行社连
以前的办公场所都无力继续承租，只能暂借总部
的一间房办公。让人欣慰的是最近订单呈井喷式

格长再进行验收上报，形成了闭环管理。”坐在电
脑前值守的工作人员范婧婧说。依托网格化力
量，分布于全镇的 25 名网格专职人员及 61 名社区
单元网格长使用“政务”App 及时上报、跟踪，对网
格内事件和问题形成了“多格合一”的发现、协调、
处置机制，巡检对象涵盖设施管理、市容环卫、街
面秩序等。
“我镇城运中心充分融合综治网格和城运网
格，建立“大中小微”四级网格体系，实现了乡村治
理“一网统管”。同时有效整合公安、综治、市场监
管等相关职能部门的信息支援，运用大数据、GRS
等信息技术手段将人、地、事、物等信息进行关联，
打造出一套数字化的监管体系。”泖港镇城运中心
主任干建军介绍。
据悉，
泖港镇城运中心正逐步完善智能化场景
应用模块。在防汛防台智能模块，
感知系统实时监
控着米市渡等河道水位，配合调度泵站管理、监管
河道水情。数字化
“智治”
的广泛应用，
正加速智慧
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
社会治理安全网已覆盖到乡
村生活，
让更多群众共享数字时代的红利。

增长，明显感觉到人们的旅游热情回来了。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酒店等承接单位促销力度颇
大，
旅游价位比往年便宜了不少。
“一日游我们正常控制在 200 元以内，包含一
顿 50 元钱的中餐；两日游价位在 300～500 元之
间，住好一点的酒店的话也就六七百元。整体价
位跟往年相比都有所下降，大约下浮了 10%～20%
左右。”罗芸介绍。

出游意愿强烈 多类事项仍需注意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清明小长假不少地
方又现“人从众”，比如本市 170 家主要旅游景区
（点）共接待游客 397 万人次，同比增加 132%。排
名前三的分别是崇明世界级生态岛、佘山国家旅
游度假区、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不少市民都向
记者表达了今年想要出游的愿望。
“疫情期间在家里待久了就想出去散散心，看
看其他地方的风景。”游客杨女士说。
尽管人们出游意愿强烈，但大家最关心的仍
然是疫情之下能否安全出游。对此，中国疾控中
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 4 月 2 日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
“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来看，社会层面
没有感染者，应该说旅行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
在通风不好、人员密集的地方，一定要做好防护，
要坚持戴口罩、勤洗手。”
由于今年出游人数可能较多，提前制订好出
行计划很有必要。近期有媒体报道，去年一些航
空公司推出的“随心飞”优惠套票就屡遭吐槽，不
少消费者“随心飞”变成“闹心飞”。另外交通安
全、森林防火安全同样值得关注，总之，在疫情尚
未完全清空的情况下，
出行者仍需小心谨慎。
春季处于花粉过敏和虫蚁伤人的高发期，出
游时也要格外注意，避免损伤。
“如果你知道自己
有过敏史的话，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除了戴
好口罩，还要尽量戴好帽子、墨镜，并穿长袖衣服
进行防护，因为春季花粉过敏主要是表现在面
部、颈部、手上这些容易暴露的部位。另外在草
丛里休息或玩耍时，最好铺个垫子或在周边撒一
些驱虫的东西。”松江区中心医院皮肤科医生倪
晓青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