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点活禽批发市场名单

批发市场名称 地址
上海沪淮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砖桥贸易城二区1号长浜路78号
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沪南路2000号

第一批定点活禽零售交易点名单

区名 菜市场名称 地址
长宁区 虹康菜市场 仙霞西路299号
青浦区 界泾港农贸市场 浦超路界泾港路
青浦区 三元河农贸市场 城中西路258号
松江区 上海荟丰农副产品销售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松汇中路1099号
松江区 小昆山农贸市场 小昆山镇平原街219号

》发布厅

交通部：未来收费公路约占全里程3%
本市收费公路呈减少趋势 正加强免费省道和干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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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婧 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昨天就《 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年-2030
年)》情况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总规划
师戴东昌表示，未来中国的公路交通是由
两大体系构成：一类是以高速公路为主的
收费公路体系；另外，以不收费的公路体
系为主。从长远来看，收费公路占整个里
程的比例约3%。

戴东昌称，收费公路政策对我国公路
交通建设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十分巨大的
作用。在收费公路整个发展过程当中，自
收费公路出现以来，交通运输部配合相关
部门一直致力于收费公路政策的调整、完
善，中间经历了多次的清理、整顿。

近年来，我国开展的包括收费工作
清理等专项工作，包括对诸如收费公路转
让经营权这种规定的相关法规，以及目前
正在进行的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等方面的
修订工作，这些都已征求社会意见，交通
部也正在研究梳理相关规，旨在促进收费
公路政策更加完善，更加适应我国公路交
通发展的要求。戴东昌表示，在此次国家
公路网的规划过程中，对将来公路发展的
收费和不收费的趋势也作了政策方面的
研究。

戴东昌指出，按照目前的政策取向，
将来我国的公路交通是由两大体系构成：

一类是以高速公路为主的收费公路
体系，体现高速公路高效、集约这样一种
特征，这以收费公路为主；除了高速公路
之外，原则是以不收费的公路体系为主，
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普遍的、基础
性的服务。

从长远来看，收费公路占整个里程的
比例是3%左右。97%左右的是非收费公路
体系。而收费的高速公路更多的是，比如
说我们要从某一个甲地到乙地，今后有两
种选择，走不收费的普通公路也一定可以
到达，所以在高速公路的同一方向上，有
一条不收费的普通公路。你要想更快、更
高效、更舒适，而且不考虑沿线的旅游，只
是考虑点到点的到达，可能要选择高速，
这个高速就要付费。

此外，记者昨从上海路政部门得知，
上海方面将贯彻国家政策，不断调整和
完善收费公路政策，使之更好地适应发
展形势和发展环境的变化，适应于公路
交通发展和建设的需要。目前，上海的收
费公路呈逐步减少的趋势，二级公路已
全部不收费，高速公路也并非全部收费，
且随着收费合同的到期，收费的高速公
路越来越少，上海新建高速公路的数量
比较有限，目前正在加强免费省道和干
线的建设。

本市活禽交易有条件地恢复
首批活禽昨入市 均来自上海本地

让市民等待许
久的活禽将重新上
市民餐桌了。昨天
上午11点，来自市
郊首批活禽进入上
海农产品中心批发
市场。这是本市活
禽交易有条件恢复
的第一天，不过由
于市场观望情绪浓
厚加上定点菜场设
施改造尚未完成，
昨 天 走 货 量 并 不
大。

本报记者 瞿艳花

批发市场：价格与过去基本持平
昨天中午，记者来到本市两家定点活

禽批发市场之一的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
市场，批发户在进行最后一轮家禽区的清
理扫尾工作，只等活鸡入场。而沉寂了两
个多月的活禽区开始热闹起来，不少市民
都在门口转悠等待活鸡进场。

市民周先生骑着电动车在活禽区转
了一圈，他告诉记者，自从4月爆发人感染
H7N9禽流感疫情后，他就没有吃过鸡。每
次经过上农批，都会不自觉得进来转转。

“ 太想吃现杀的活鸡炖汤了。”
中午11点45分，第一批来自浦东大团

镇的600羽本地活鸡经过严格消毒和查看
检验检疫证明后，进入批发市场，随后被
搬进了经营户顾爱林的鸡笼里。没过多久
摊位就迎来了第一位买主赵惠祥。他是在
得知活禽交易市场重新开放后，特地赶来
挑鸡的。不一会，就选种了一只活蹦乱跳
的二黄鸡。经过磅称重，共3.3斤，按照每斤
8.5元的价格，老赵爽快得掏出30元钱。

“ 都是十几年的老主顾了，今天是第一单
争议，便宜你一元钱，讨个好彩头。”顾爱
林爽快地退还老赵3个钢镚。

据上海农产品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批发市场内原本有六十余家商户经营活
禽生意，在禽流感之前，每天交易量为2.5
万羽至3万羽，占整个上海批发市场活禽
交易的三分之一左右。

截至昨天下午5点，上海农产品中心
批发市场共进场鸽子950羽，活鸡1500羽
毛。价格基本与禽流感爆发之前持平，甚
至略低。以乌鸡为例，原本售价每斤为十
二三元，昨天仅9元/斤。

零售菜场：多数还未开卖
昨天，市商务委公布了本市首批销售

活禽的市场名单，不过记者昨天获悉，不

少定点商户还并未开始销售活禽，这也让
许多一大早赶来的市民扑了个空。

位于仙霞西路的虹康菜市场是首批
试点的定点活禽零售交易点，尽管“ 长宁
区活禽定点零售点” 的大招牌已经张贴
出来，全透明的玻璃房也整修一新，只有
3个圆形小开窗可以递出宰杀好的活禽，
避免人群与活禽接触，不过昨天并没有
活鸡可卖，醒目的通知在虹康菜市场门
口播放。

原来，尽管摊主小李和家人都准备就
绪，但是前天深夜他们开车前往批发市
场，却未能采购到活禽，只能推迟营业。

“ 本来预计是今天凌晨进场的，但由于检
验检疫程序变得更加严格，市场方面还没
有做好准备，所以不得不推迟了。”上海农
产品中心相关负责人解释称。

首日批发量不多，所有活鸡来自本地
不过尽管昨天5点前上农批只进了不

到2500羽活禽，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但
是走货量却依然很慢。

上海农产品中心相关负责人解释称，
按照一般批发市场交易的规律，交易最活
跃的时期为凌晨，随着各零售点配套改造
到位，批发量将逐步上升。“ 不过预计开放
交易之初不会出现爆发式增长，可能要一
两个月后才能恢复到原来的销售水平。”

不过记者昨日获悉，虽然上海有条件
开放活禽销售，但外省市活禽入沪尚未

“ 解禁”。据悉，农业部办公厅2013年5月
24日下发31号文，“ 对出现人感染H7N9禽
流感病例的，以及动物、环境样品中检测
到病毒的省份，暂停商品代出栏上市活禽
跨省调运。”

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是上海活鸡主
要供货地，昨日均无活禽入沪记录。昨日
上海市场的活鸡几乎都来自南汇、奉贤、
金山等沪郊。

上海市第一批定点活禽零售交易点恢复运行。 本报记者 杨磊 摄

陈颖：关于贯彻落实大会精神有“ 四
个加”的打算：一是加强学习和领会；二是
加大宣传和引导，用青年人乐于接受的语
言进行精神传达；三是加深服务和培养，
为青年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培养好广
大团干部队伍和优秀青年人才，为党源源
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四是加快创新和发
展，让共青团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就
区县共青团工作而言，一是要加强凝聚
力，打造同心多层的组织枢纽；二是要加
强整合力，打造服务有力的资源枢纽；三
是要加强影响力，打造汇聚优秀青年的人
才枢纽；四是加强引领力，打造中国梦和
青春梦的思想枢纽。

高雪峰：要从以下几方面贯彻落实大
会精神：一是要着力加强团的自身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铁还需自身硬。团的
工作需要有坚实的组织基础，需要有一支
过硬的干部队伍，有一支思想进步的团员
队伍。所以，夯实基层组织基础，提升团干
部的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严格团员队伍
管理，是当前地方团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
任务。二是要着力做好青年群众工作。我
们要真正深入青年、了解青年、帮助青年，
建立更为密切的团青关系，为党赢得青
年。

钱立英：一是在全区团员青年中及时
传达并组织深入学习十七次团代会精神。
通过会议、金山青年网、“ 金山团青互动”
新浪微博、飞信群等渠道，开展“ 凝聚青春
智慧，共圆中国梦”等讨论活动。二是围绕

“ 我的中国梦” 主题实践活动深入开展
“ 给你一个爱金山的理由”主题活动。开

展“ 美在金山的N个镜头”微博随手拍、
“ 幸福金山的N个瞬间”创业之路等系列

活动。三是深化党建带团建，不断提升区
域团建科学化水平。

邹海川：我们要带领青年深入学习大
会精神，深入开展青年岗位建功行动，提
升青年创新创效能力，形成“ 百团争创、千
岗示范、万人奋进”的青年岗位建功格局；
以梦想为引领，以创新为驱动，为实现“ 中
国人的汽车梦和汽车人的中国梦”谱写壮
丽的青春篇章。

苏凯：上海城投集团团委将在工作中
牢牢把握青年的利益诉求，继续深化“ 一
二三”的工作思路。一是搭建“ 上海城投

青年沙龙”这个平台，使之成为团员青年
的知心朋友。二是推进共青团工作规范化
工程和“ 一团一品”工作，通过在基层一
线团支部推行一团一项目、一团一品牌，
提升影响力、凝聚力和贡献率。三是深化
团的三项传统活动，服务企业中心工作。
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活动，保证上海的城
市运营安全；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活动，彰
显公益性企业的社会责任；青年突击队和
青年文明号活动，服务重大工程建设和市
民用水。

张蔚：我们将组织全行青年认真学习
领会大会精神，积极引导全行青年做“ 六
有青年”，即“ 勤学敏思、真才实干，做有
志、有为青年；乐于奉献，敢于担当，做有
爱、有责青年；善于创新，勇于进取，做有
心、有梦青年”，为农行梦的实现汇聚起强
大的青春力量。

叶永寅：回去后将把团十七大精神融
入各项工作。首先进一步加强学习宣传和
思想教育，号召海关关员积极投身为国把
关的“ 海关梦”的实践，以“ 海关梦”托起

“ 中国梦”；同时，充分营造比学赶超、锤
炼过硬本领的组织氛围。号召青年海关关
员把握好学习知识、增长本领的人生黄金
时期，在监管思想上和海关业务能力上不
断适应现代国际贸易的发展。

许怡玢：为了贯彻讲话精神，将从以
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建议青年们在书本
中寻找答案，在实践中寻求解答；鼓励青
年人要更加不畏挫折，勇担重担，不曾努
力奋斗过的青春都是不完整的青春。倡导
科研一线人员更要紧盯前沿，推陈出新，
刻苦攻关。

江琦：作为80后的台湾高山族（ 阿美
族）代表，我深切地意识到我们年轻人
所肩负的使命与责任。特别是作为一名
台胞青年，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责无
旁贷。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各个民族青年
的共同努力，如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
成为两岸中国人的主流民意，借助这份
特殊的身份优势，深入了解两岸青年的
其所思所想，减少或消除隔阂，以便更好
地凝聚两岸青年，取得彼此间的民族认
同感和国家认同感，从而引导两岸青年
人共同致力于两岸的和平发展，同心共
筑中国梦。

上海代表:将团十七大精神
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