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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是彭水县电子商务产业
园多家企业的集中配送日，记者在现
场看到，近百名物流分装人员正有序
地对各类农产品进行分拣，并配送上
车。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是全国第
二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2016年2月，集企业孵化、物流分拣、
行业管理、产品展销等功能于一体的
彭水县电子商务产业园在彭水县靛水
新城正式开园。如今，这里已入驻企
业22家，2016年交易总额12.8亿元。
电商产业园的存在及入驻企业的成
长，为彭水农村电商企业提供了良好
的发育空间，也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

产业园补全电商产业链条

“这个产业园存在的意义是将过
去彭水农村电商产业链条中缺少的部
分补齐。”彭水县商务局局长邵江涛介
绍，电商产业园的主要职能是对电商
企业进行培育孵化，指导企业选择合
适且新颖的商业模式并为入驻企业提
供集中、专业的物流配送中心。

记者在现场看到，产业园占地
8042平方米，大致分为运营中心、办
公区、仓储区、农村电商配送中心、
电商体验馆等5个区域。其中，运营
中心负责产业园的各项商业活动策
划、商业模式推广、电商培训等。占
地5000平方米的办公区域目前已入
驻22家企业，而与之配套的农村电
商配送中心已有顺丰速运、天天快
递、菜鸟物流、邮政快递等物流企业
入驻，可及时满足企业的物流配送需
求。

邵江涛告诉记者，目前产业园的
配套设施可基本满足一个电商企业从
创立到稳定各阶段的各种需求。“过去
彭水电商企业比较分散，不成规模，没
有统一的经营管理、专业的营销包装，
难以形成一个整体品牌向外推广。”邵
江涛说，电商产业园的存在补齐了彭
水农村电商产业发展链条中集中物
流、统一经营、培训孵化等部分。

为电商企业提供成长摇篮

农村淘宝、苏宁易购、神州买卖
提、供销e家、邮乐购……电商产业园

开园1年多以来，已有7个知名电商平
台入驻。不仅如此，沐晖农园、寻农记
等本地电商平台也逐渐发展壮大。以
沐晖农园为例，2016年初，沐晖农园
入驻产业园时年产值仅20万元，如今
年产值已达2400万元。

“产业园除了提供办公场地和物
流中心，更重要的是为入驻企业提供
政策支撑和孵化培育。”彭水县商务局
副局长汤天应说，目前，入驻电商产业
园的企业可享受房租、物管、装修、物
流、通信费用等5方面的资金补贴。
对于有特殊建设需求的企业，政府还
会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补贴。

此外，产业园的运营中心还会不
定期邀请全国知名电商企业家、大学
教授等来为创业者们授课、交流经
验。2016年，运营中心共组织培训23
次，参与人次1.8万。汤天应告诉记
者，这些培训不仅针对创业者，也针对
潜在的电商从业人员。8月25日，由
电商产业园运营中心牵头的网商集群
电商扶贫暨农场品上行启动仪式，吸
引了400余人参与，其中已有38人投
入到农村电商产业中来。

截至今年6月，彭水县财政投入
到电商产业园的补贴已有 1420 万
元。22家入驻企业中，已有5家企业
孵化成功，5家企业2016年产值达到
6000余万元。

成功经营模式带动产业发展

沐晖农园作为第一批入驻电商产
业园的本地电商企业，已成为彭水县
最具影响力的电商企业之一。目前，
沐晖农园主要经营生鲜类农产品，通
过微信商城、农村淘宝两个平台接单，
采取现场采摘的方式，将新鲜的蔬菜、
禽蛋肉类通过冷链物流车或快递，在
24小时内送到消费者手中。“我们的目
标客户是重庆高档小区住户，将他们
发展成为会员，走社区电商的路子。”
沐晖农园总经理任东说，他们的经营
模式是“以销定产”，发展订单农业。
目前，沐晖农园已发展了3400名会
员，2016年共销售生鲜农产品55万公
斤，年销售额2000余万元。

目前，沐晖农园已在彭水建成了4
个农产品电商生产基地，解决268人

就业。并与周边800余户农户签订了
生鲜农产品订单合同，其中，400余户
为贫困户，帮助贫困户增收300余万
元。今年6月，沐晖农园还在彭水县7
个乡镇对农户进行了业务培训，培训
人数800余人，其中近600人为贫困
人口。

“沐晖农园成功的范例对彭水农
村电商产业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邵江涛说，一方面，像沐晖农园这样具
有规模的企业可带动周边农户成为电
商产业链中的一环。另一方面，其成
功经验对其他电商从业者及潜在从业
者也是很好的借鉴。

比如，今年初入驻电商产业园的
重庆寻龙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也采取
了相同的订单销售、社区电商的经营
模式。截至目前，该公司产值已达
1700万元。

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彭水已建
成电子商务服务站点218个，培育本
地电商平台及企业44家，开办淘宝
店、网上村庄、微商商城等网店 367
个。今年以来，全县农产品实现网络
销售1.2亿元。

培育孵化 政策支撑 带动影响

电商产业园引领彭水农村电商产业发展
——关注农村电商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记者 王濛昀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记
者9月5日从市工程建设招投标
交易中心了解到，两江新区金开
大道（金州大道节点）改造工程监
理正进行公开招标，计划今年四
季度开工。

金开大道（金州大道节点）改
造工程起于金开大道万年路西侧
加油站路口，途经万年路、金州大
道，止于金开大道与龙安路交叉
口，工程造价约2.8亿元。改造
工程主要包括地面道路改造、新
建地下下穿道、人行天桥建设等

内容。其中，地面部分将改造为
双向六车道，全长约1.52公里；
新建下穿道为双向四车道，全长
730米；拟建过街人行天桥4座，
桥面宽4米、长236.5米。

金开大道（金州大道节点）改
造工程工期为870天，预计2020
年初完工。届时，前往鸳鸯立交、
汽博中心方向的车辆不用通过金
开大道、金州大道的节点，从万年
路口走下穿道即可至龙安路口，
将缓解交通高峰期金开大道的拥
堵情况，方便沿线居民出行。

金开大道（金州大道节点）
改造工程年内启动

9月5日，在电商产业园的农村电商物流配送中心，配送人员正在分拣蔬菜。 通讯员 毛基伟 摄

9月6日，轨道10号线环山公园至长河段，技术工人正在进行设备
安装调试。轨道10号线一期工程全长33.42公里，设有19座车站，起
点为江北鲤鱼池站、终点为渝北王家庄站。目前，一期全线车站主体
工程完工，进入附属工程扫尾阶段，预计年底开通试运营，届时重庆机
场T3A航站楼与轨道10号线将实现无缝换乘。 记者 罗斌 摄

轨道10号线年底通车
本报讯 （记者 李珩）9月6日，

记者从市卫计委获悉，自2015年开展
改善医疗服务行动以来，目前已初见
成效。其中，全市已初步建成以远程
会诊、医疗物联网为基础的远程会诊
平台，让居民不出县就能享受优质医
疗服务。

远程心电已覆盖近八成区县

“测完心电图后，数据通过这个小
盒子就会实时传到陆军军医大学大坪
医院。”在大渡口区人民医院心电图
室，医生刚把该院骨科81岁老人陈淑
敏的检查结果通过物联网传到大坪医
院。

10分钟后，诊断结果就反馈回
来。报告显示，老人心脏有早搏，且有
心肌缺血症状。“有了上级医生的诊
断，我们也放心。”老人的女儿江筱红
说。

“我们建设远程心电的初衷就是
为了方便居民看病，减轻居民看病负
担。”大渡口区人民医院有关负责人介
绍，远程诊断的每份报告都要求中级
职称以上的主治医生来把关，以确保
报告的准确性。

这样的远程医疗手段已在我市
广泛使用。据介绍，全市已初步建
成以远程会诊、医疗物联网为基础
的远程会诊平台；黔江、江津、潼南、
荣昌、开县、巫山等6个区县开展区
域医学影像（远程读片）中心医疗信
息惠民项目试点，打造以三甲医院
为龙头的区域影像疑难会诊中心和
以区县综合医院为龙头的区县影像
报告中心；全市远程心电业务应用
覆盖 77.5%的区县，年累计诊疗报
告数已超百万，乡镇医院、县级医院
和三甲医院联动的远程心电分级诊
疗机制初步建立，促进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实
现优质护理全覆盖

俗话说，三分治疗七分护理，为患
者提供优质护理服务也是改善医疗服
务行动的重要环节。

“都看得到幺儿的头发了，加油！”
在梁平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产房内，导乐师一边给产妇鼓劲，一边
为其擦汗，让产妇紧张感消失不少。

“我们就是想通过细致的人性关
怀来体现优质服务。”中心主任熊万珍
介绍，比如，在待产期间允许家属陪
同，消除其恐惧感；采取一对一服务，
疼痛时给予腹部和背部按摩，对产程
进展不好的孕妇协助其沐浴，缓解宫
缩的疼痛；利用宫缩间隙期与孕妇及
家属拉家常，教孕妇当宫口开全后不
要急于躺到产床上用力，让孕妇自由
活动，多进食，补充能量等。

据了解，目前我市所有二级以上
医疗机构实现优质护理全覆盖，切实
改善群众就医感受。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
构都能预约挂号了

为解决挂号难问题，我市积极推
行预约诊疗服务，二级及以上医疗机
构现已实现预约诊疗服务全覆盖。

市民如今可以使用网上预约、现
场预约、智能终端机预约、电话预约、
手机微信预约等多种形式进行预约诊
疗。其中，重医附二院分时微信预约
挂号可以精确到每5分钟，重医儿童
医院礼嘉微信预约挂号可以精确到每
10分钟，重医附一院、市妇幼保健院手
机APP预约挂号可以精确到每半个小
时，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自由选
择就诊时间。

在“分时就诊”环节，重医儿童医
院礼嘉分院、市妇幼保健院实现了通
过微信或手机APP预约挂号后系统直
接进行分诊，无需到现场挂号窗口再
次取号，无需到分诊台再次分诊。重
医附一院预约挂号后可直接利用自
助终端机取号，有效减少了患者就诊
排队的次数。

我市初步建成远程会诊平台
多项措施改善群众就医感受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获
悉，我市首条公交优先车道，将于
9月 12日（下周二）正式投用，
工作日7∶00至9∶00、17∶00至
19∶00两个时段内，除公交车、校
车和执行任务的特种车辆外，其
余社会车辆禁止驶入。

该条公交优先道，起止点为
渝中区长江一路（两路口—大黄
路立交双向），路段全长3.5公里
（单向），位于最右侧车道，采用了
彩色涂装，非常醒目。这段道路
中，设有公交停车港湾双向7个，
其中肖家湾往两路口方向3个，
两路口往肖家湾方向4个。在规
定时间内，社会车辆不能进入公
交优先道行驶，规定时间以外，社

会车辆可以通行公交优先道，但
应该礼让公交车先行。

对在规定时间内，违规驶入
公交优先道的车辆，将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三十七条规定，处以 200 元罚
款。目前，该路段已设置交通标
志标线，布设电子警察系统、固定
违停抓拍设备和公交车车载抓拍
设备，对违法驶入公交优先道的
车辆进行抓拍取证，并实施相应
处罚，保证公交优先道的专用效
果。

交巡警总队相关负责人表
示，9月12日至9月18日为宣传
教育期，9月19日起正式对违规
驶入公交优先道的其他车辆进行
处罚。

我市首条公交优先车道
12日正式投用

位于渝中区长江一路，全长3.5公里
（单向），工作日7∶00至9∶00、17∶00至
19∶00时段内，社会车辆禁止驶入

图为公交优先车道。 （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