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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并不是忠县柑橘的集中上市旺季，而
在最近3个月时间里，这里的柑橘交易额竟突破
了1.2亿元！

为何能有这么高的交易额？2月5日，在忠县
柑橘交易市场大厅一面宽大的电子显示屏前，负
责人谭庆军向重庆日报记者解开了谜底：“这么
高的交易额，买卖来自全国各地，全靠这个‘柑橘
网’！”

买橘卖橘却不见橘，赊货赊果可贷款，所有
交易全在网上进行——“柑橘网”，这个于去年10
月上线的国内首个网上柑橘交易市场，不仅突破
了忠县柑橘销售不对称、价格不透明、资金周转
难等传统瓶颈，还为全国柑橘人打造了一个专属
柑橘产业的生态圈。

“柑橘网”上线，线上商户近10000户

在忠县拔山镇硕果攀枝的柑橘园里，重庆日
报记者看到橘农正全副武装地对春见品种进行
采果前的最后管护。橘农王平拿着手机感慨地
说：“我到县里参加了‘柑橘网’上网操作培训，今
后卖柑橘可用手机一键实现买卖！”

最近两个月，像王平这样的200名橘农进城
参加培训后，他们用手机向“柑橘网”提交了开店
申请。不仅如此，该县农资经营户、柑橘加工企
业、柑橘销售大户等也加入进来，纷纷在“柑橘
网”开店销售产品。

“这样的利好场景，是我们探索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一次大胆尝试。”忠县果业局局长
熊长春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忠县种植柑橘历史悠
久，现有柑橘面积达35万亩，年产柑橘30万吨，
上市时间为10月至次年3月。前几年，受品种、
环境、市场等原因限制，忠县传统柑橘交易市场
出现了销售难。

“要告别传统柑橘交易市场，我们必须借助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及电子商务的先进技术，实
现柑橘线上交易+线下交收。”熊长春介绍，去年8
月，忠县与北京农信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合资组建
了重庆田联柑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了这个
专注于柑橘产业的互联网生态智慧平台——“柑
橘网”。

“柑橘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互联网生态
智慧平台呢？

“‘柑橘网’以我们忠县为起点，借助柑橘产
业优势，以柑橘核心企业和柑橘运营中心为市场
发展策略，依托农信农业互联网平台优势，连接
全国柑橘资源，做深做透柑橘产业。”忠县果业局
副局长牟其林介绍，“柑橘网”主要有柑橘管理、
柑橘交易、柑橘金融三大核心，将全国柑橘产业
链上的投入品经销商、柑橘基地农户、柑橘贸易
商等主体聚集到交易中心平台。

截至目前，“柑橘网”交易范围已实现全国覆

盖，线上商户近10000户，日均挂单260单次。

买卖柑橘，手机一点就搞定

拔山镇五星村原是忠县一个种植加工果的柑
橘大村，两年前，一个名叫万维凯的四川人，来这里
流转了6000亩弃管柑橘林，嫁接上爱媛38、春见
等鲜食柑橘品种。如今，2000亩春见即将上市，万
维凯正组织工人给柑橘树“盖”上了保温膜。

“这些柑橘可是‘网红产品’，每斤可卖15
元。”他喜滋滋地说，最近一段时间，通过“柑橘
网”的推介，来自天南地北的客户没来实地考察，
就直接从网上下了数万斤订单。

其实，按照“柑橘网”的发展规划，打造这一
柑橘市场平台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给买卖双方提
供交易上的便利。

“在以前的柑橘售卖模式中，买家和卖家信
息是不对等的。”谭庆军对过去的柑橘交易市场
体会很深，“以前农户想要把柑橘卖出去，必须通
过专门的经纪人，再转手卖给水果批发市场或加
工企业。这样，柑橘的定价权取决于经纪人，还
有可能拖欠收购款。”

而“柑橘网”的落地，有效地解决了这些难
题。

首先，“柑橘网”通过数字化市场平台的搭
建，减少了柑橘交易环节，通过市场第三方支付
通道，买卖双方交易完成后即时结算到账，让种
植户与消费者都得到实惠。其次，打破了地域限
制，将市场信息变得更加透明，挂单的柑橘可以
在全国各地进行销售，再也不愁“柑橘不好卖”、

“好柑橘难买”。此外，交易平台会对柑橘交易
量、价格、趋势等交易数据进行汇总分析，为柑橘

种植企业、种植户、加工企业和政府提供借鉴参
考，从而有效破解柑橘卖难。

授信贷款，盘活柑橘产业资金链

前段时间，忠县双桂镇石桥村盛世果业公司
老板王荫强赊了70余万元农资，却不需将钱还给
发放农资给他的店主文小琼，这是为何？

“这是我们开展的柑橘金融服务，破解了果园
不能作为抵押物向金融机构贷款的困境。”谭庆军
解释，“柑橘网”开辟了“种植贷”“经销贷”“收果贷”
等重点金融服务，盘活了种植主体、市场主体、经营
主体等柑橘产业的资金链。

王荫强的“种植贷”是这么操作的：首先，王
荫强作为“柑橘网”的种植户，向“柑橘网”提交

“种植贷”申请。然后，“柑橘网”审核批准王荫强
的申请后，向其旗下的忠县运营中心——文小琼
的农资店购买种植柑橘所需农资。第三，王荫强
的柑橘在网店销售后，再以柑橘销售资金归还

“柑橘网”。
而文小琼负责的忠县运营中心的货款是这

么周转的：每年，“柑橘网”对忠县运营中心进行
授信，文小琼则按照授信金额，逐一向经“柑橘
网”审核批准申请“种植贷”的橘农发放指定品牌
农资。而农资款，则从授信金额里抵扣，不直接
找橘农偿还。

“去年，‘柑橘网’给我的授信是300万元”文
小琼介绍，截至目前，她已向170余个橘农发放农
资200多万元。

像“种植贷”这样，柑橘加工企业、柑橘销售
经纪人等，也可入驻“柑橘网”，申请“经销贷”

“收果贷”，轻松获得周转资金。前不久，“柑橘
网”的一家核心企业——忠县鲜果集橙汁有限
公司就获得了500万元授信，用于可向其上游经
销商采购农资（经销贷）、下游的果园收购柑橘
（收果贷）等。

上线短短3个半月时间，“柑橘网”已在重庆、
广西等地成立8家运营中心，汇聚了20家核心企
业、2000多个经销商、4000多户种植户等，授信
贷款额度2100万元，累计完成交易额1.2亿元。

全靠“柑橘网”
本报记者 汤艳娟

冬季是重庆传统的旅游淡季。但今冬，武
隆区各大景区却人头攒动。仅元旦小长假，武
隆 便 接 待 游 客 21.61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33.64%。

武隆地处重庆市乌江下游、武陵山和大娄
山接合部。历史上大山大河造成的交通不便
虽为武隆戴上了贫困帽子，但也馈赠了她得天
独厚的生态环境和密布全境的景观景点。近
年来，武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先后收获
了“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景区”“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等金字招牌。2017年，全区旅游
接待游客2800万人次，综合收入达到87亿
元。走进新时代的武隆，又提出了武隆旅游提
档升级的目标。近日，武隆区委副书记、区长
卢红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的专访。

打造国际品牌，今年将重磅
推出“飞天之吻”项目

重庆日报：武隆是重庆旅游的一面旗帜，
正在打造国际知名旅游胜地。目前，仙女山、
天生三桥、芙蓉洞等景区已成为游客向往的热
门景区，而在此基础上，武隆又将新推出白马
山旅游度假区。那么，白马山旅游度假区与仙
女山旅游度假区有何差异？未来武隆旅游将
迎来怎样的新变化呢？

卢红：当前，我们对武隆旅游发展的总体
思路是：深耕仙女山、错位拓展白马山、以点带
面发展乡村旅游。

未来我们将重点升级天生三桥、仙女山、
芙蓉洞、龙水峡地缝等品牌景区，在进出通道、
导游系统、景区管理上再优化，提升游客的舒
适感受，提档“吃住行游购娱”要素，将仙女山
旅游度假区打造为精品度假区、国际知名度假
区。

而新推出的白马山旅游度假区则将围绕
“生态、文化、休闲、养生、科普”五大定位和“一
区两景五组团”功能布局，立足打造国际知名
的爱情圣地、全国著名的科普基地、全市一流
的养生福地和度假天堂，最终目标是要建成

“全国森林康养度假示范区”。今年下半年，白
马山核心景区——望仙崖景区将开门迎客。
此外，武隆大手笔打造的以白马王子与仙女浪
漫爱情的故事“飞天之吻”为主题的项目也将
在今年内与游客见面。

同时，我们将推动武隆旅游提档升级，实
现武隆旅游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
变。我们将通过进一步开发“旅游+”产品，丰
富休闲度假、文旅融合、健身康养、运动探险等
旅游新业态；推进智慧旅游建设，建成武隆旅
游大数据平台，实现所有景区、度假区无线网
络和数据全覆盖；在做大做强优势商品品牌的
同时，推出具有武隆特色的旅游文创产品，重
点打造一批旅游特色商业街区；建立遵循国际
惯例和国际标准的旅游服务标准体系，创建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中国国际喀斯特旅游目
的地等措施来推动这一目标实现。

通过一系列努力，到2020年，武隆将力争

实现接待游客突破4000万人次、综合收入260
亿元，境外游客接待达400万人次的目标。

着眼交通提升，武隆旅游
将迎来“水陆空铁”时代

重庆日报：过去十年里，随着渝湘高速公

路的通车，武隆迎来了“高速公路时代”，旅游
业也随之快速发展。未来，武隆将在旅游交通
提升上作出哪些努力？游客可通过哪些方式
进入武隆旅游呢？

卢红：如果说过去十年武隆旅游处于“高
速公路时代”，那么，现阶段武隆旅游正处在大
发展阶段。“十三五”期间，武隆在高铁、机场、

水运等方面都将迎来质的突破，从而正式从
“高速公路时代”迈入“水陆空铁”时代，武隆旅
游业也将随之迎来“井喷”。

首先说空运。仙女山机场已于2016年9
月正式动工，2019年将正式通航。通航后的
仙女山机场将开通北上广等多个城市以及张
家界、桂林等多个旅游目的地之间的航线，游

客来到武隆旅游将更加方便。
铁路方面，渝湘高铁目前已完成前期工

作，即将进入实质性动工。渝湘高铁通车后，
从重庆主城到武隆只需半个小时车程。同时，
我们正规划在高铁站场修建一条轻轨线路直
上仙女山，今后游客乘坐高铁到武隆旅游可实
现高铁——轻轨无缝对接。

其他方面，目前渝怀铁路二线、垫丰武高
速、武道高速、白马码头、旅游环线等大交通项
目正在加快建设中。到“十三五”末期，武隆将
形成“水陆空铁”的立体交通网络，集聚辐射能
力将进一步增强。

发展乡村旅游，未来武隆
全域处处是景区

重庆日报：在武隆区提出的三大旅游发展
战略中，乡村旅游被提到了显著位置。十九大
报告中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无疑将成为
乡村旅游发展的又一剂催化剂。未来武隆将
如何发展乡村旅游，使其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
重要抓手呢？

卢红：去年夏天避暑高峰时，我区双
河、赵家、和顺等几个乡镇，每天接待乡村
旅游游客都在 2万人次以上。每天人均即
使只消费100元，也会为每个乡镇带来200
万元的收入，全年我区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760万人次，收入14亿元，可以说乡村旅游
发展到哪里，农村就富到哪里。因此，我们
在抓好大旅游的同时，也把乡村旅游放到
了重要位置。

武隆全域有260多处旅游资源，分散在全
区26个乡镇，乡村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目前，
武隆设置了乡村旅游专项发展资金来支持乡
村旅游发展，同时规划了7条乡村旅游精品示
范线路，把26个乡镇串联起来，带动乡村旅游
全面繁荣，让全域成景区、处处是美景。其中，
我们将把9个特色乡镇的旅游资源上升到区
级层面进行打造，仅今年内便将打造3—5个
乡村旅游精品示范点。

区县负责人访谈·武隆区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近日，在武隆
区后坪乡出现了一股“建房热”。争相建房
的是乡里的返乡农民工，他们被当地的产业
布局吸引，纷纷用多年打工的收入修建农家
乐，希望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来实现脱贫增
收。重庆日报记者近日从武隆区了解到，该
区目前正深入实施“深化脱贫攻坚三年计
划”，通过低保兜底、产业培育、政策扶持等
措施，确保到2020年，在现行标准下的全区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武隆区后坪乡是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
镇之一。该乡地处武隆、丰都、彭水交界处，
距城区约3个小时车程，是该区最边远、交
通最落后、产业最欠缺的贫困乡。这个偏辟
乡村拥有世界唯一的冲蚀型天坑群、亚洲最

长溶洞等丰富旅游资源。多年来却因交通
的制约而“藏在深闺“。自新一轮脱贫攻坚
开展以来，后坪乡以生态旅游发展为统揽，
重点解决当地道路交通、人畜饮水、环境整
治、生态保护等问题。

目前，打通武隆城区至后坪交通的大
动脉——江（江口镇）后（后坪乡）公路正
在加快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可建成通
车，届时，武隆城区到后坪的车程将缩短

一半。与此同时，后坪乡推进了以高峰
槽、苗王山、天池苗寨为中心的高山民族
风情小镇建设规划，当地发展乡村旅游的
蓝图也引来不少村民返乡创业。39岁的
苗寨村村民杨长江过去一直在外务工。
去年，他拿出多年积蓄在旧房原址建设了
一幢精美的苗族风格吊脚楼，还在后坪场
镇开了一家日用品商店，准备在苗寨开门
迎客时占领先机。返乡发展乡村旅游的

村民不只杨长江1人，现苗寨已建成农家
旅社30余家，特色农家乐1家，拥有接待
床位300余张。

后坪乡的变化只是武隆区深入“深化脱
贫攻坚三年计划”的一个缩影。尽管武隆区
已于2017年脱贫工作成效显著，但仍有1
个市级深度贫困乡，还有1510户4617人未
脱贫。对15146户52934已脱贫群众，将持
续实施“1+13”后续扶持政策，确保他们高
质量稳定脱贫。

未来3年，该区将全面消除农村危房、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继续加强水电路讯
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升教育社保医疗文
化等公共服务水平，确保武隆人民在全面小
康路上一个都不掉队。

武隆实施“深化脱贫攻坚三年计划”

贫 困 村 现 返 乡 热

武隆区委副书记、区长卢红：

武隆26个乡镇未来将处处是美景
本报记者 龙丹梅

夏季的仙女山大草原。 （武隆区委宣传部供图）

忠县拔山镇五星村，爱媛品种柑橘丰收场景。 通讯员 毛幼平 摄

全国柑橘为何
“搬”到忠县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