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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年底将实现犬只芯片管理全覆盖，百家宠物医院提供芯片植入服务；10 月起———

未注射芯片视同无证养犬

佛山南海平谦智慧产业园
启动建设

将引进 4 家以上世界 500 强工业企
业，预计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 200 亿元

韶关仁化 8 万亩花生丰收
亩均收入 4000 元

稳价保供，在食品安全战略上先行示范

深圳“米菜联”揭牌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天军、通
讯员杨子报道：26 日上午 9：00，
深圳市福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在景蜜社区公园举办了全市
首场主题为 “文明养犬·芯连心 ”
的犬只芯片植入进社区活动。

记者在现场看到 ， 不少养犬
市民携犬前来咨询犬只芯片注射
问题。 城管部门执法人员、文明养
犬志愿者和宠物医院医生现场为
市民服务 ， 解答犬只芯片相关问
题 ， 并现场为福田区办理了养犬
登记证的犬只植入电子芯片 。 同
时 ， 现场还有办理养犬证办理咨
询 、免费注射狂犬病疫苗等服务 ，
文明养犬 、 健康养犬知识科普等
内容。

根 据 《深 圳 市 养 犬 管 理 条
例 》及深圳市全面启动芯片注射
工作的要求 ，福田区率先全面启
动犬只芯片植入工作 ，并已开展
了犬只芯片植入培训工作 ，目前
已 在 深 圳 市 福 田 瑞 鹏 宠 物 医 院
梅林分院 、瑞派皇家宠物医院时
代广场店完成试点 ，随后将在全
区 33 个宠物医院陆续开放芯片
植入工作 。

深圳福田

犬只芯片植入
进社区

文 /图 羊城晚报记者 林园 通讯员 崔嵩 芯片植入后， 狗狗是否会
产生不良反应？ 这成为养犬市
民最关心的问题。“给犬只植入
的芯片大小如同一颗米粒。 只
需注射在犬只的颈部右上侧皮
下，按压几分钟即可。 深圳采用
的犬只芯片表面覆盖了与犬只
体质相适应的材料， 防滑离和

防损伤， 对犬只的健康几乎没
有任何影响。 ”深圳市宠物医疗
协会会长喻信益介绍， 相关部
门已为犬只芯片购买质量险、
为宠物犬和医生购买了责任
险， 保证了芯片植入过程中风
险的闭环管理。

据悉， 深圳犬只芯片记录

的为一串 15 位长度的国际唯
一数字编码， 授权人员通过专
业设备读取芯片编码， 并连接
主管部门系统后台可获取犬主
姓名、联系方式、犬名、犬种等
信息。 芯片的有效期是 15 年以
上，远远超过一般犬只寿命，可
以终身相伴。

目前， 深圳全市各区犬只
芯片植入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中，福田区、龙岗区、龙华区、
罗湖区、 大鹏新区等已初步
完成犬只芯片采购工作 ，并
与全市 100 家宠物医院正式
签订了 《犬只芯片植入委托
服务》，其他各区预计也将于
8 月中旬左右全部完成。深圳

采购的犬只芯片均为国际先
进品牌 ，其中，福田区采购的
是中国工作犬协会使用的与
公安部同款的美国原装进口
德思创 PETCARE 芯片 ；龙岗
区和大鹏新区使用的是瑞士
原装进口的全球市场占有率
总 体 第 一 的 DATAMARS 品
牌。截至目前，福田已签约 33

家 ，龙岗签约 42 家 ，龙华签
约 14 家， 罗湖签约 8 家，大
鹏签约 3 家，其中，深圳市福
田瑞鹏宠物医 院 梅 林 分 院 、
瑞派皇家宠物医院时代广场
店已全面开放 ， 接受市民预
约犬只芯片植入工作， 养犬
人可在宠物医院工作时间前
往注射。

有效期长可终身相伴

犬只丢失更容易找回

签约宠物医院开放预约

犬只注射芯片将带来不少
好处。 喻信益表示，一是犬只注
射芯片后，芯片可以证明犬只主
人的身份； 二是犬只丢失后，相
关机构可以用专业设备识别犬
只身份，帮助市民尽快找回丢失
犬只；三是借助深圳市养犬管理
服务综合平台，通过芯片能够精
准实现犬只溯源管理，有效杜绝
遗弃犬只行为；四是发生涉犬纠

纷时，能够杜绝犬主不承认犬只
归属推脱责任的现象，有效减少
犬只伤人和肇事等问题的发生
率； 五是犬只必须注射芯片方可
出入境，为犬只注射芯片可为携
犬出入境提前做好准备。

根据《深圳市犬只电子标
签植入管理规定（试行 ）》显示，
深圳将 9 月底之前设为警示
期， 督促犬主主动为犬只注射

电子芯片；10 月份开始，未注射
芯片将被视为无证养犬；11 月
份开始，将全面强化执法力度，
不定期开展统一执法行动 ，对
未注射芯片严格执法处罚。 深
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呼
吁养犬市民，按照《深圳市养犬
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主动前
往指定机构注射芯片， 做一个
有心人，养一只有芯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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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北果南种”更多是“市场+政府+种植
企业（种植户）”多轮驱动的结果。 以葡萄种植为例，近
年来，大量来自广西、浙江等地的果农看到了广东的巨
大市场， 纷纷来到广东承包土地或与广东投资者合股
（主要技术入股）开建果园，抢占“北果南植”的市场先
机。 其中，广东省中山、肇庆、惠州等地葡萄种植面积较
大，单个葡萄园达到 100 亩以上。 而蓝莓种植则尤以河
源居多，单个蓝莓园面积甚至可以达到 5 百亩。

政府部门的推动力量不可小觑 。 以东莞为例 ，近
年来， 东莞市持续引进种植了多种优稀特色水果 ，如
石榴 、草莓 、葡萄 、无花果等多个种类 ，据初步统计 ，
总面积约 1.07 万亩 、总产量约 0.9 万吨 。 其中 ，葡萄
698 亩 、无花果 406 亩 、蓝莓 36 亩 。 据东莞市农业农
村局介绍，东莞市主要通过搭平台、强科技、示范引领
带动等措施，做强做优特色水果生产 。 作为省内最早
试种蓝莓的地市 ， 河源则提出以本地资源优势为依
托 ，加快形成 “一村一品 、一镇一业 ”格局 ，带动当地
群众脱贫致富。 未来，河源还将在镇村建立专业种植
合作社，进行蓝莓产业深加工。

“北果 ”虽好 ，要赚钱着实不易 ，不少种植户对技
术员求贤若渴。 值得欣喜的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
深入实施，广东各地以农科部门为主导的选育种和栽
培的技术力量逐年增长 ，政府部门 、科研机构与种植
企业之间的合作日益密切。 以东莞市农科中心为例 ，
该中心葡萄团队经过 7 年的发展，已成功打造了一个
葡萄种植示范基地。 就在前不久，该中心还组织举办
了东莞市首届优质葡萄品评与推介会 ，加强科研单位
与种植企业、种植户对接合作、技术交流。

7 月 15 日，在东莞市道滘镇
龙洲湾现代都市农业观光园中，
盛夏果园种植户文小辉正在给第
二茬的阳光玫瑰葡萄疏果。 今年
4 月 28 日，这里结出了广东省最
早成熟的阳光玫瑰， 含糖度达到
17-18 度。

文小辉是广西兴安人， 专注
葡萄种植 18 年之久，来东莞之前
曾在广西、湖南等地种植，他的心
愿就是在南方种植出最好吃的葡
萄。 2018 年，文小辉来到东莞道
滘接手一家果园种葡萄。如今，文
小辉在东莞市农科部门指导下，
精心栽培的葡萄在莞邑土壤上硕
果累累， 还在刚刚举行的东莞市
首届优质葡萄品评与推介会上夺

得金奖。
“目前，他的果园已经实现两

个突破： 一是夏黑葡萄实现春季
改种，秋季收获，低产低质果园提
质增效目标达成； 二是阳光玫瑰
实现广东全省最早上市， 设施促
早栽培技术实现重大突破。”据参
与指导的东莞市农科中心农艺师
聂松青介绍， 葡萄是北方落叶果
树，霜冻后就会进入自然休眠期。
而珠三角地区年平均气温达到
22 摄氏度， 葡萄会全年生长，无
法进入休眠期， 从而影响萌芽及
花芽质量。 早在 2013 年，东莞市
农科中心就成立了专门研究团
队，开展葡萄选育种、栽培技术研
究与示范及技术推广服务工作。

聂松青说目前， 业内已经采用单
氰胺点芽眼技术，打破休眠瓶颈，
促进萌芽。而为了攻克气候瓶颈，
东莞各葡萄园普遍采取了设施大
棚避雨、起垄栽培等措施，提高架
面、增强通风、降低湿度，既可防
灾减病，又便于作业。

“今年种植了 20 亩葡萄，已
经实现亩 产 2000-2500 斤 ， 夏
黑 、 阳光玫瑰等能实现一年两
收 ， 通过熟期调控基本实现全
年有果。 ”文小辉欣喜地说。 而
据市农科中心技术员吴先生介
绍，由于葡萄含糖高 ，东莞不少
果园还将其发酵酿酒 、 榨汁或
烘烤葡萄干 ，进行二次加工，效
益可观。

政府部门、 科研机构与种植户之间的合作日
益密切，制约瓶颈渐被打破

南粤大地“ ”飘香

正值盛夏， 岭南果
园飘香。 连日来，记者现场

走访广东东莞、广州、河源等地
果园、 种植户及农科部门发现，
葡萄、 无花果、 蓝莓等北方水果

“跨” 过长江， 已在广东各地生根发
芽，安家落户。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
战略的深入实施， 各地农业科技人
员、种植企业、种植户引进品种，精
耕细作，打破制约“北果南种”瓶
颈，“北果” 种植面积逐年增

大，南粤大地“北果”处处
飘香。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秦小辉

市场大果农抢先机
政府推技术力量强

A

“我对‘北果南种 ’还是有信心的 。 ”华南农业大学
园艺学院教授黄旭明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
除了巨大的市场消费力之外 ，广东还具有气候 、土地 、
交通物流等优势。 以葡萄种植为例，广东省温热条件能
满足葡萄一年多收 ，且广东春夏 、秋冬季葡萄与北方葡
萄恰好错峰，广东葡萄淡季上市经济效益更高 。 而且 ，
广东尚无毁灭性葡萄病虫害 。 当然 ，“还有一个重要因
素就是近年来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这为 ‘北果 ’种
植与加工、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机遇。 ”

但黄旭明也表示，像无花果、蓝莓等北方水果毕竟起源
于北方，在南方种植对气候、土壤、虫害要求苛刻，像无花果
因为采后保鲜、套袋防虫等难题，无法规模种植，只能作为
特色水果，用于发展休闲观光。 黄旭明表示，未来，广东要做
强做优“北果南种”市场，种植企业应加强培训，大力培养技
术团队；政府部门则要加强相应的科技投入，通过实施“一
村一品”等政策，发展“北果南种”的特色水果产业。

适度种植做强做优
“北果”产业

除了葡萄，无花果、蓝莓等北
方水果也纷纷在南粤大地上生根
发芽，安家落户，实现了“南种”。
其中，无花果从 2010 年前后开始
在广东东莞、 广州、 佛山等地种
植。据不完全统计，广东全省目前
种植有 1 万亩左右， 主要栽培品
种为“波姬红”和“丰产黄”。

广州市协成无花果基地是
白云区面积最大的无花果种植
基地，面积达到 100 多亩。目前，
该基地种植的“波姬红 ”等五个

品种的无花果，已进入最佳出品
期。“今年上半年，受前期雨水影
响， 无花果采摘期较往年要晚，
但产量并未受到太大影响，预计
今年该基地无花果总产量约十
几吨。 ”据基地负责人杨锐常介
绍，其在广东种植无花果多年以
来，其种植的无花果销量一直很
稳定，今年鲜果的价格和往年基
本持平。

而蓝莓则是从 2008 年起由
广东河源开始引进试种， 随后广

州、东莞等地相继开始栽培。东莞
市麻涌镇创艺生态园是东莞市首
个蓝莓种植园。早在 2 个多月前，
其蓝莓就已采摘一空。这几天，园
内果农们正在给蓝莓修枝、换土、
补充营养， 以便蓝莓避开盛夏高
温天，为来年坐果做准备。园主袁
万来是麻涌本地人，2018 年，响
应政府部门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号
召，租种了 35 亩地，种了近 8000
棵蓝莓树，已经实现 7000 多斤的
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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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户看到葡萄丰收笑逐颜开石榴在广东引种成功

一种植企
业的阳光玫瑰
喜获金奖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郭起报
道：7 月 26 日，深圳市米袋子菜
篮子联合会 （以下简称米菜联 ）
揭牌成立，这是全国首个以稳定
和保障农产品生产、供应和价格
平稳，确保粮食安全、生产为主
旨的互益性组织。

米菜联由深圳市农产品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10 家单位联
合发起， 现有会员单位共 152
家，涵盖生产资料、生产基地、加
工配送、批发市场、冷链物流等
11 大行业的核心骨干企业和行
业协会。 据悉，米菜联首要职责
是稳价保供，根据市战略物资保
障体系规划的部署，推动各企业
从基地到加工配送、再到批发零
售协同联动，织密织牢供应保障
网。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局长李忠致
辞时介绍， 深圳每天消耗蔬菜
7300 吨 、 水果 2300 吨 、 口粮
5480 吨 ，95%的食用农产品和
85%的食品必须依靠外地输入，
粮食更是 100%依靠外地输入，
具有明显的食品安全输入性风
险。

米菜联另一重要使命是在
落实食品安全战略上先行示
范。 根据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
米菜联要聚焦食品和食用农产
品的生产、运输 、配送 、销售环
节， 始终对标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 大力支持指导有关企业参
与“圳品 ”认证，提供更丰富的
优质食品和食用农产品， 增强
全体深圳市民的幸福感、 安全
感、获得感。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文，通
讯员谭玉玲、肖晓珍报道：盛夏
时节， 正值粤北地区花生丰收
季。 日前记者在韶关市仁化县采
访获悉， 仁化县丹霞街道车湾
村、周田镇麻洋村等地的 8 万多
亩花生喜获丰收，处处呈现出一
派忙碌的收获景象。 由于今年天
气适宜，花生长势良好，亩均收
入可达到 4000 元左右。

周田镇麻洋村的花生产业
扶贫示范地里，仁化县农业农村
局的干部正热火朝天地帮助贫
困户们拔花生。 贫困户熊占有看
着颗粒饱满的花生，笑得合不拢
嘴。 麻洋村一直有种植花生的传
统，今年挂点帮扶麻洋村的仁化
县农业农村局为进一步鼓励农
户种植花生，给 90 多户农户（其

中 17 户贫困户 ） 免费发放了花
生种、地膜、肥料等物资，把花生
种植面积扩大到 140 多亩。 此
外，仁化县农业农村局还安排一
组农技员下村，跟踪指导农户加
强花生种植管理和病虫害防治，
到收获花生时更是给予人力帮
忙。 扶贫队员刘大伟告诉记者，

“近两个星期， 局里定期派三四
位干部志愿者下到田间地头，与
贫困户们共同劳作，帮助他们收
拔花生。 ”

据了解， 今年仁化县通过
“党建 + 产业 + 扶贫”的发展模
式，在丹霞街道车湾村、夏富村、
胡坑村以及周田镇麻洋村等地
打造了约 600 亩花生产业扶贫
示范片，带动 300 多农户参与种
植，其中贫困户近百户。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闻、实
习生何嘉琪报道：投资约 105 亿
元；预计年纳税超 12 亿元；入驻
后至少吸引 4 间世界 500 强企
业……7 月 27 日， 佛山市南海
区平谦国际智慧产业园项目正
式启动，这首“智慧巨舰”，将助
力南海的“筑巢引凤”迈入新阶
段。

平谦国际集团总部位于香
港，是中国最优秀的工业地产开
发运营商之一。 目前，平谦集团
已在全国开发和运营 17 个工业
园区， 其中 11 个园区分布于长
三角苏州、昆山、常熟等地，4 个
园区分布于粤港澳大湾区南沙、
肇庆、高明和南海。 南海平谦国
际智慧产业园项目地处于粤港
澳大湾区腹地佛山市南海区狮
山镇，是该集团布局大湾区的重

要一环。 产业园总投资 105 亿
元，园区占地 592 亩，预计实现
年工业总产值超 200 亿元，年纳
税额将逾 12 亿元， 是南海近年
来引进投资额最高的重点工业
产业项目， 项目首期预计 2021
年末完工。

本次南海平谦国际智慧产业
园项目以“投资建设 + 招商运营
（欧美企业方向）” 的模式投资建
设并运营， 将重点引进以国内外
先进制造业为主的世界 500 强企
业及行业龙头， 包括新能源汽车
配套、高端制造、人工智能、新材
料、精密工程、工业自动化等新兴
产业。 项目将引进 4 家以上世界
500 强工业企业， 并且外资企业
数不少于总投产企业数的 60%，
力争打造成为世界最新、 科技含
量最高的产业聚集地。

近日， 记者从深圳市城市管
理和综合执法局获悉，2020 年年
底前， 深圳将实现犬只芯片管理
全覆盖。 目前，全市各区犬只免费
芯片植入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
福田区、龙岗区、龙华区、罗湖区、
大鹏新区等已初步完成犬只芯片
采购工作， 并与全市 100 家宠物
医院正式签订了《犬只芯片植入
委托服务》，将逐步开放犬只芯片
植入工作。 10 月份开始， 未注射
芯片将被视为无证养犬。

羊城晚报讯 记者宋王群、
通讯员谢春旭报道：7 月 27 日，
深圳限外令正式重启。 深圳交警
通过电子警察监测， 共有 2821
辆外地车违反限行规定，在早晚
高峰冲禁令。 根据规定，限外措
施将对车辆予以 2 次警告，从第
三次开始执法，交警将通过全市
的电子警察自动抓拍，违者将处

300 元记 3 分的处罚。
根据深圳交警实时交通分析

平台数据显示 ，27 日早高峰期
间，深圳拥堵指数对比 2020 年 6
月份工作日下降了 13.91%。 7 月
27 日早高峰期间，深圳交警指挥
中心共接到拥堵警情，同比措施
发布前下降 21.67%， 道路交通
拥堵情况有较明显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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