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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常态化防控之下，“菜篮子”产品如何保供稳价？
当前，我国新冠肺炎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一些受疫情影响地区一度出现农产品产地“滞
销卖难”、销地“买难买贵”的现象。
农产品，尤其是“菜篮子”产品，能否顺畅地从田头送上餐桌，不仅牵动着农民的“钱
袋子”，也关系着居民的“菜盘子”。如何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群众生活需求保障，成为考验
“菜篮子”产品保供稳价工作的必答题。
近日，农业农村部会同“菜篮子”食品管理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制定并印发《统筹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和“菜篮子”产品保供稳价工作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进一步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健全完善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条件下城市特别
是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保供稳价长效机制，更好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活需要。
应急机制能管用
在应急情况下，如何确保应急机制有效运转，是各地做好“菜篮子”产品保供稳价工作
要解决的第一道题。
应急机制建立功夫在平日。指南将完善“菜篮子”产品保供稳价工作体系作为统筹疫情
防控和保供稳价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求各城市建立由市政府负责同志牵头、有关职能部
门和各区县人民政府参与的“菜篮子”产品保供稳价统筹协调机制，明确职能部门任务，加
强协同联动，强化信息共享，强化属地管理责任。
与一般农产品不同，部分“菜篮子”产品生长周期短、生产灵活，及时摸清家底、做到
心中有数对做好应急准备而言更加重要。指南指出，要做好日常监测预警，全面摸清在田蔬
菜面积、种类、产量和存栏畜产品、存塘水产品种类、产量，准确掌握调入主要“菜篮子”
产品种类、规模和运销渠道。管好用好政府储备，不断优化产品储备结构，做到规模稳定、
轮换及时，确保随时调得动、用得上。抓好长效对接机制，建立“菜篮子”产品保供联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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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与北方设施蔬菜、“南菜北运”基地等“菜篮子”产品主产区形成稳定的对接关系。此
外，还要建好应急保供网络，保障城市应急供应。
要切实用足用好“菜篮子”产品对接机制。及时启用已建立的联动保供机制，保障“菜
篮子”产品充足供应。加强地产直供，保障市场需求，加大外埠调运，防止脱销断档。充分
发挥线上应急保供优势，用好产地仓、中转仓、前置仓、销地仓等仓储物流设施，实现线上
高效对接、线下快速流通。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专业优势，搭建应急对接平台，实现供
需精准对接，促进“菜篮子”产品快速流通。对已有渠道不能满足“菜篮子”产品市场需要
的，可以主动寻求外部支持，进一步拓宽货源渠道，增强市场供给。
生产供应稳得住
应急情况下，有多少“菜篮子”产品能为我所用、端上餐桌，是各地在保供稳价工作中
要面对的第二题。对受疫情影响的产区而言，“菜篮子”产品保供的难点在于如何让农民下
得去地、农资进得了田、农货出得了村。
前期，有低风险地区出现不让农民下地，保持“静默状态”足不出户的情况。农业农村
部此前曾多次强调，严禁以防疫为由，擅自设卡拦截、随意断路封村，不让农民下地种田、
限制农机通行作业。
此次印发的指南中，进一步细化统筹疫情防控与“菜篮子”产品生产供应工作。针对防
范区、管控区、封控区及全域封闭的城市等不同的防疫要求，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
确保生产人员充足方面，在符合防疫要求、加强自我防护的基础上，要引导广大农民加
强“菜篮子”产品生产。防范区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广大农户，
开展“菜篮子”产品生产。管控区要落实闭环管理要求，采取“两点一线”等方式作业，有
序组织开展“菜篮子”产品生产。封控区及全域封闭的城市要通过组织生产突击队、技术服
务队和开展委托服务等应急措施，确保本地生产稳定、及时收获上市；达到解封标准的，应
尽快恢复“菜篮子”产品生产。
保障农资供应充足方面，要保持农资市场、门店和农用急需物资生产加工企业正常运转，
确保农资生产供应、调运下摆有序开展，稳定市场秩序。防范区、管控区在落实疫情防控要
求前提下，相关企业正常开工生产，实行人员闭环管理，保障生产物资正常供应。封控区和
全域封闭的城市，农资生产企业、畜禽水产养殖场所、水产苗种生产企业和饲料兽药生产企
业、屠宰加工企业采取闭环管理，维持基本生产运营。
开展产后商品化处理方面，积极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分选分级、冷藏保鲜、包装
储藏等产后商品化处理，定期对设施设备、作业场所等进行消杀，加强人员防护，严防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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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传播，保障“菜篮子”产品流通“最先一公里”畅通。
运输环节行得通
货车司机行程码带星被拒下高速、间隔不到半天的核酸检测结果各地不互认等，导致货
车滞留高速……一些地区反复出现防疫政策不统一、层层加码、“一刀切”管控措施，导致
干线物流受阻，类似的情况时有发生。怎样保证“菜篮子”产品运输通道的顺畅，是各地做
好保供稳价工作要解决的第三题，也是最为关键的一题。
指南提出多措并举畅通“菜篮子”产品运输通道。要着力提升运输效率，严格落实鲜活
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确保通往蔬菜基地、畜禽水产养殖场、水产苗种生产企业、
屠宰加工企业和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关键场所道路畅通，科学合理设置防疫检查点。
优化防疫通行措施，优先核发《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实现快申快办、全国互认，
做到优先承运、优先装卸、优先查验、优先放行。精准实施“菜篮子”产品及农业生产资料
运输车辆司乘人员管理，严格落实“即采即走即追＋人员闭环管理”要求，核酸检测结果全
国互认通用。
做好应急中转调运，疫情严重地区要依托城市周边物流园（枢纽场站、快递园区）
、高
速公路服务区等设立的物资中转调运站、接驳站或分拨场站，做好“菜篮子”产品应急中转
调运工作。
终端市场销得出
对消费者而言，“菜篮子”产品要运送到自家才作数。如何保证“菜篮子”产品市内分
销顺畅，疏通城市内的物流“毛细血管”，是“菜篮子”产品保供稳价要面对的最终一问，
也是城市居民最关心的问题。
指南指出，一是要保障分销渠道畅通。充分发挥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商超企业、
生鲜电商等渠道作用，有序组织市场投放，保证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大路菜”供应稳定。农
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商超等关停的，要及时启用临时交易场所，满足“菜篮子”产品
交易需要。同时，尽快恢复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商超等流通节点功能，让“菜篮子”
产品流通体系运行起来。
二是要放宽市内通行限制。防范区、管控区、封控区和全域封闭的城市，在落实疫情防
控要求前提下，允许保供名录内或持有市内临时通行证的运输车辆正常入区、入市开展运输
工作。
三是要保持必要工作人员。严禁以防疫为由，限制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商超以
及临时交易场所的工作人员返岗工作，就近就地设置核酸检测、休息用餐等服务场所，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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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人员服务保障。
此外，在打通供应“最后一百米”方面，通过科学设置配送站点，保障足够配送力量，
采取“便民菜摊”
“社区驿站”
“移动售卖车”等形式创新社区配送方式，方便居民购买，综
合施策保障“菜篮子”产品终端配送。
（以上摘自微信公众号“上海三农”）

6 月协会新增蔬菜田头价格报送点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农业农村委市场与信息化处的新要求，协会秘书处要在 6 月新增 30
个蔬菜田头价格监测点。协会接到任务后马上组织实施，在 6 月 1 日至 5 日，同各区的蔬菜
田头价管理条线老师一同研究布置方案。经过多方协调沟通，在原有的 43 个田头价格监测
点的基础上，新增设了 30 个监测点。新增报价采集点（即监测点）主要针对的蔬菜品种为
芹菜、番茄（大番茄）、茄子、黄瓜、茭白、芦笋 6 种。结合以往的报送品种，6 月份，协
会每日将按时完成 12 种蔬菜田头价格信息的上报。
同时为了帮助新增价格采集点的报送员更好的完成报送任务，以进一步解决报送员在培
训会上协会副秘书长庄奇佳向大家介绍了此项工作的意义、主要的工作内容和报价时要注意
的关键点；系统开发负责人马超向大家介绍了如何应用小程序，详细介绍了操作步骤。通过
培训，新的报价员们明确了工作任务，掌握了相关的操作技术，确保报送任务按时保质保量
完成。

协会配合开展“同心守沪稳发展，法治护航保安全”系列政策解读培训会
为贯彻落实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更加有力、高效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帮助各会员单位更好的复工复产，用好用足稳经济发展和助企纾困政策，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范、应对法律风险，5 月 29 日下午，市商务委联合市商业联合会、
市进出口商会、市贸促会共同启动了“同心守沪稳发展，法治护航保安全”线上系列政策解
读和培训会。
协会秘书处接商务委通知，发动会员单位积极参与。由于本次网络会议人数承载量有限，
商委给了我协会 20 个名额，我协会秘书处做了整理后逐个通知企业，并一同参加了此次线
上系列政策解读和培训会。
当天下午的“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专场政策解读和培训会议由上海市进出口商会会长
朱勇主持，市商务委副主任申卫华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上海海关、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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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上海市税务局、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的负责同志，分别讲解了支持复工复产保链稳链海关
措施、稳外贸助复工促发展外汇政策、便利促进外贸出口退税政策、金融服务助企纾困政策
等企业最关切、最需要的政策内容。全市市、区商务主管部门、50 余家商协会组织负责人
和商务领域的 1300 余家企业代表参加了培训会议。

申卫华副主任在发言中介绍了市商务委按照国家和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推进企业复
工复产复市、帮助企业应对当前发展困难的各项纾困举措。他强调，下阶段市商务委将继续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在毫不放松抓紧抓实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全力推动复工复产、
复商复市。抓紧落实《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出台各项配套政策，帮助企
业尽快恢复生产经营活动。此次市商务委联合商协会和专业服务机构举办的线上系列政策解
读和培训会，送政策进企业，将更好地帮助企业快速了解国家、地方出台政策及法律风险应
对措施，稳步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后续，市商务委还将联合专业机构，围绕本市出台的企业纾困政策、疫情期间可能产生
的法律风险，组织政府部门、贸易界、法律界知名专家，举办面向全市商务领域企业的两场
专题培训，同心守“沪”，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夏淡”绿叶菜生产技术要点
一、主要绿叶菜设施栽培技术
（一）品种选择
夏淡绿叶菜以青菜、鸡毛菜、杭白菜、菜心、菠菜、空心菜、苋菜、芥蓝等为主，应选
择优质、耐热、耐湿、抗病性强、生长快的品种。
青菜和鸡毛菜：选择新夏青系列、艳青、夏苏青、金品青菜系列、华王、抗热王、极品
鸡毛菜、战夏、华阳、征夏、抗热 605 等品种
杭白菜：选择直立性好的品种如热抗 9 号、金品快菜 308 等品种
菜心：选择早、早熟性品种如 60 菜心、70 菜心、四九菜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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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菜：选择沪菠 5 号、沪菠 7 号等品种
空心菜：选择山阳空心菜、竹叶空心菜等品种
苋菜：选择一点红米苋、花红米苋、苏苋 2 号、上海红米苋和青米苋等地方品种
芥蓝：选择绿宝芥蓝、早芥蓝等品种
（二）土地整理
播种前 10 天，在清洁田园的基础上，视不同作物施入商品有机肥 1000-3000 斤/亩，复
合肥 20-30 斤/亩（N：P205：K2O 为 21：6：18），也可施用一定的微生物肥料或有机无机
复合肥料，然后机械翻耕，深度为 20-25 厘米。
播种前 1-2 天，开沟作畦，畦宽 1.1 米，沟宽 30 厘米，沟深 25 厘米。结合开沟作畦，
用防治黄曲条跳甲的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进行畦面处理，并浅耙入土。
（三）播种与育苗
青菜、鸡毛菜、杭白菜、菜心、菠菜、空心菜、苋菜以直播为主，芥蓝需育苗移栽。鸡
毛菜、杭白菜、菜心、菠菜、芥蓝一次采收，青菜和苋菜可一播多收，空心菜可连续采收。
可机播或人工播种。青菜种量 0.5-1 斤/亩，一播多收需种量 1-1.5 斤/亩；鸡毛菜用种量
3-4 斤/亩；杭白菜用种量 300-400 克/亩；菜心用种量 300-500 克/亩；菠菜人工条播用种量
为 2.5-5 斤/亩；苋菜用种量 3-7 斤/亩（一播多收 8-10 斤）；空心菜用种量 10-20 斤/亩（连续
采收适当增加用种量）；芥蓝用种量 75-100 克/亩。机播可适当减少用种量。
菠菜夏季栽培必须对种子进行低温处理，以促发芽。可先用清水浸泡种子，并置于 4℃
冰箱中 12 小时，清水冲洗干净；然后置于冰箱冷藏室（4℃）低温催芽处理 24 小时，催芽
时应注意观察菠菜种子，当菠菜种子刚刚露白时即可停止催芽，期间注意翻动和保持湿润。
种子处理后用清水冲洗干净，晾干种皮即可播种。
播种时先平整畦面，然后均匀撒播或机播，并轻轻镇压，用二层遮阳网覆盖畦表面，保
持畦面湿润，以利出苗。芥蓝利用苗床育苗，苗床与定植田比例约为 1：10。
芥蓝苗龄 20-25 天，5-6 片真叶即可移栽；青菜也可育苗，苗龄 15-20 天。
（四）苗期管理
播种后出苗达到 60%以上时，揭去遮阳网，同时拔除杂草，如土壤较干需及时浇水。
苗期根据幼苗的生长情况，定苗时追肥一次，用量为尿素 6-10 斤/亩，有条件的可采用水肥
一体化技术追施高氮型水溶肥料 6-8 斤/亩。同时，注意虫害的发生情况，如发现小菜蛾、
菜青虫、甜菜夜蛾、蚜虫等虫害，应及时防治。
（五）肥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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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期要求有充足的水分，土壤含水量不足时应及时灌溉。遇上连续阴雨时，应及时排
水。肥料以基肥为主，并根据不同品种、生育期及采收标准进行追肥，一般在苗龄 10-15 天
或在移栽成活后 3 天进行追肥，施肥量为尿素 6-10 斤/亩，有条件的可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
追施高氮型水溶肥料 6-8 斤/亩，一般收获前 10-15 天停止施肥。
（六）采收与整理
不同绿叶菜品种可根据市场需求采收，鸡毛菜可一次采收，青菜、杭白菜、菜心、菠菜、
空心菜、苋菜、芥蓝可分批采收不同大小的产品，按客户要求严格筛选，放入蔬菜周转箱内，
立即进行预冷处理，预冷温度为 1℃-3℃。若采用冷库预冷，时间控制在 10 小时之内，一
次入库量为库容的 10%-30%。若采用真空预冷，真空度为 700-1000 帕，时间控制在 20 分
钟之内，预冷标准为绿叶菜菜心温度降至 1℃-3℃。
没有预冷条件的可以采用覆盖隔温材料或放置瓶装冰冻水等方式降温。
上市前剔除有黄化、萎蔫、机械损伤、病虫害及外观畸形等不符合商品要求的产品，建
议采用袋装销｜售，每袋装量不宜超过 6 斤，每箱重量不超过 40 斤，包装宜在 2℃-6℃条
件下进行。塑料筐散装以平放厚度不超过 30 厘米为宜，框四周留有 1-2 厘米缝隙。
二、绿叶菜机械化生产技术
（一）土壤深耕
每两年深耕 1-2 次，深耕深度 40 厘米以上，配套 40.4 千瓦及以上动力设施用拖拉机，
拖拉机用 1 档或 2 档，慢行细耕，避免漏耕，重耕。土壤深耕作业后施用有机肥等基肥时应
增加用量。
（二）作畦
配套动力一般选用 25.7-44.4 千瓦适合棚内作业的拖拉机，作畦机要求选用能达到作畦
后畦面宽度为 110 厘米左右。8 型棚或跨度为 8 米宽的单跨内可作 5 畦，畦面高 15-20 厘米，
畦面平整。
（三）播种
采用播幅在 105 厘米左右的播种机播种，开沟、播种、覆土、压实一次完成。鸡毛菜直
播穴播均可，株距建议控制在 3 厘米左右，每穴控制 1-2 粒，用种量 3-4 斤/亩。米苋株距建
议控制在 3-5 厘米，每穴控制 1-2 粒，用种量 3-7 斤/亩。茼蒿株距建议控制在 3-5 厘米，排
种孔径在 4-5 毫米即每穴控制 1-2 粒，用种量 3-5 斤/亩。
（四）水肥一体化管理
在播种后应及时喷水，当沟内有明显积水时即停止喷水。可依天气情况于出苗 5 天后追
第 7 页

肥。采收前根据生长情况鸡毛菜喷 1-2 次、米苋和茼蒿喷 2-3 次水溶性肥，采收前 3-5 天不
再进行施肥、浇水。
（五）绿色防控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推广应用绿色防控技术。
化学植保时，采用方便进出设施大棚的植保机器，可采用喷杆式植保车（喷杆可折压叠）、
自走式动力喷雾机等进行植保车轮距与作畦后垄沟间距相适应。
（六）机械化收获
叶菜收获机轮间距为 130-145 厘米。
夏季鸡毛菜 16-25 天即可采收，割茬高度根据鸡毛菜品种不同为 2-5 厘米。
米苋播种后苗龄 45 天左右即可第一次采收，以后根据生长情况再收割 1-2 次，第一次
采收割茬高度一般在 5-8 厘米，后茬收割比前茬割茬高度略高 3-5 厘米。
茼蒿播种后苗龄 45 天左右即可采收，割茬高度一般在 5-8 厘米。
采收后，放到蔬菜周转箱内，然后通过轮式搬运车或者履带式搬运车运输到包装整理车
间。
三、绿叶菜主要病虫害防控技术
（一）防控对象
重点防控黄曲条跳甲、小菜蛾、菜青虫、蚜虫、甜菜夜蛾、斜纹夜蛾和十字花科蔬菜根
肿病霜霉病、软腐病等主要病虫害。
（二）防控策略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采用生态和农艺措施相结合，建立良好的菜田生
态系统。
针对不同蔬菜病虫害提供相匹配的防控手段，综合运用生态调控、理化诱控、生物防控
等绿色防控措施，优先使用生物农药。
科学、合理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有效提升病虫害防控能力。
（三）防控措施
在准确测报的基础上，首先明确防控对象，虫害一般掌握在田间虫口基数较低且在卵孵
化盛期或幼虫低龄期，病害一般掌握在发病之前或发病初期，选择适当的病虫害防控手段，
实施相应防控措施。
生态调控
实行科学轮作制度，推广抗病虫品种，培育健康种苗，合理密植，田间应通风透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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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水肥管理，优化生态栽培措施。
收获后应及时将田间的病虫残株杂草等清除，集中沤肥处理，以减少病虫的寄生和基数，
降低病虫危害。
理化诱控
杀虫灯诱杀甜菜夜蛾、斜纹夜蛾：每 15-25 亩挂置一台杀虫灯，挂灯高度为 65-75 厘米。
性信息素诱杀甜菜夜蛾、斜纹夜蛾： 每 2-3 亩挂置 1 个诱捕器，挂置高度为 80-100 厘
米。
性信息素诱杀小菜蛾：每亩挂置 8-10 个诱捕器，挂置高度为 10-15 厘米。
黄板诱杀黄曲条跳甲：每亩挂置 25-30 张，挂置高度为 5-10 厘米。
生物防控
释放赤眼蜂防控小菜蛾和菜青虫： 每次释放 5000-15000 头/亩，每隔三天释放一次，
连续释放 5-6 次。
释放瓢虫防控蚜虫：每次释放 200-400 头/亩，每隔三天释放一次，连续释放 5-6 次，天
敌释放前应监测小菜蛾、菜青虫和蚜虫的发生情况，虫口密度高的田块可增加释放数量。
科学用药
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环境友好型农药，优化农药品种结构，注重轮换和交替使用，
加强重点农药品种的抗药性监测与治理，严格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
防治甜菜夜蛾等害虫可选用虱螨脲、甲氧虫酰肼、甜核·苏云菌等药剂。
防治小菜蛾等害虫可选用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茚虫威、苦参碱、苏云金杆菌等药
剂。
防治黄曲条跳甲等害虫可选用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噻虫嗪等药剂。
防治蚜虫等害虫可选用苦参碱、桉油精等药剂。
防治软腐病等病害可选用大蒜素、枯草芽孢杆菌等药剂。
防治根肿病等病害可选用氟啶胺、枯草芽孢杆菌等药剂。
（四）注意事项
诱芯需存放在较低温度（-15℃～5℃）的冰箱中，避免暴晒。不同种类的诱芯其持效期
也不一样，使用时要根据诱芯产品性能及天气状况适时更换，一般情况下 1 个月左右更换 1
次诱芯。
应用性信息素防治蔬菜害虫时，要掌握害虫的生物学特性，应在目标田外围增加诱捕器
的放置密度，在目标田中心部位减少诱捕器的放置数量，以达到最佳诱杀害虫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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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药剂防治病虫害，要根据药剂特性选择性能良好的施药器械，把握好用药时期，掌
握好用量和施药次数，不得超剂量和超范围用药，同时注意药剂轮换使用，并遵守安全间隔
期。

芒种时节，蔬菜地里忙收又忙种
——记会员单位上海万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夏收夏种瞬间
眼下，正是农忙关键时期，各个合作社及农场都是一派忙碌景象。且来我协会会员单位
上海万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大棚里看看，采黄瓜、种生菜，地里活一茬接一茬，大伙一
片忙。

在万禾有机农场大棚里，四月初种下的黄瓜已经顺着吊绳爬到了高处，一根根翠绿的黄
瓜挂在枝头，几个工作人员正忙着抢收。不远处，三月份种下的生菜也已进入收获期。夏收
工作紧张进行，夏种也同步开启。一铲子一个坑，一棵生菜苗就被准确地栽进了土里。育苗
车间里，一株株小番茄苗、茄子苗也都已经提前被种下。据了解，随着气温的升高，农作物
的生长周期也较冬天有所缩短，这批种下的蔬菜都是为 6-8 月集中上市做准备的。

根据万禾农业负责人介绍，目前为止万禾种了大概 700~800 亩，接近 20 个品种的蔬菜，
来保障夏天的蔬菜供应。目前每天产出的蔬菜量接近 15 吨。
作为崇明区农业龙头企业，虽然今年的夏收夏种工作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万禾农业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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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通过提高工作效率来保证总产量。据悉，目前，万禾蔬菜主要面向万禾会员，盒马、叮咚
等电子商务平台，以及保供的街道，总产量基本与往年持平。

松江开展第四届番茄采摘节暨小番茄社区品鉴评优活动
5 月 26 日，由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主办，松江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方松街道绿庭
苑居委会西林花园北区承办的“2022 松江第四届番茄采摘节暨小番茄社区团购品鉴专场活
动”如期举行。

来自 10 多个合作社及农场的几十个品类的小番茄，接受居民朋友们品尝品鉴，打分。
最终，上海松丰蔬果专业合作社的参评品种“青樱”获得金奖；上海锦蓝果蔬专业合作社的
参评品种“黄冠”和上海松丰蔬果专业合作的参评品种“黄妃”获的银奖；上海松丰蔬果专
业合作的参评品种“玉女”、上海家绿蔬菜专业合作参评品种“玉金香”、上海初心蔬菜专业
合作参评品种“黄珍珠”获的铜奖。另外，上海涌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金童，上海龙胜蔬
菜专业合作社的龙珠，上海道悠闲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青樱，上海初耕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的中玉获得了“最受居民欢迎奖”。
本次活动通过采摘、展示、品鉴、评优，有效促进了农产品科技创新、绿色生产、品牌
销售，促进了行业交流，提升了消费者对优质农产品的认识度，也为蔬菜产业发展赋能助力。

上海市 2022 年 5 月蔬菜价格情况
根据上海农产品价格监测系统的数据采集及汇总情况来看：上海市 5 月份蔬菜月均田头
价 3.32 元/公斤，环比上涨 32.66%，同比上涨 72.92%。主要的五类叶菜田头价监测数据对
照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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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月均价（元/公斤）

月环比（%）

月同比（%）

青菜

2.92

-37.07

113.14

鸡毛菜

4.71

-29.49

49.05

卷心菜

1.89

-41.30

125.00

生菜

3.25

-32.99

82.58

杭白菜

2.97

-31.72

135.71

数据来源：上海农产品价格监测系统

秘书处简讯
5 月 28 日下午，协会副秘书长庄奇佳和上海市商委公平贸易处曹茵处长等进行视频会
议。会议探讨了协会今年作为上海技术性贸易措施公共服务平台将要开展的工作。
5 月 29 日、5 月 31 日、6 月 5 日，协会发动并组织会员企业积极参加了市商务委联合
市商业联合会、市进出口商会、市贸促会共同举办的“同心守沪稳发展，法治护航保安全”
线上系列政策解读和培训会。
6 月 5 日下午，协会秘书处组织新增田头价监测点报送员在线上以腾讯会议的方式，召
开了“蔬菜田头价格报送新增监测点报送员线上培训会”，30 多名报送员参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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