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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馆、桂园纪念馆、史迪威将军纪
念馆、三峡博物馆……位于渝中区中部的
上清寺，一直是重庆文化资源的富集地。
不过，上清寺V营“互联网+文创”产业园、
两路口移动电子商务产业园、重庆村1号

“互联网+专业服务业”楼宇产业园等一系
列“触网”楼宇风生水起，上清寺又多了一
个“互联网”的注脚。

在渝中区聚力打造八大服务业集聚
区的规划中，上清寺互联网产业园西至鹅
岭公园，东至上清寺转盘，南至南区路、长
江路一线（不含菜园坝滨江新城），北至嘉
滨路、李子坝一线，承担着加速集聚互联
网+、跨境电商、专业服务等业态的功能。

随着一个个互联网企业、一个个互联
网特色园区在上清寺互联网产业园服务
业集聚区落户，一个新的西部“互联网+服
务业”高地正在形成，成为推动渝中区经
济发展的“加速器”。

闲置楼宇引来“网红”

在位于中山四路的名流公馆8号楼内，
每天有数百名文化创意从业者来来往往。
其中，位于2-3层的酷狗音乐西区总部办
公室里，40余名“网红”在此接受培训、做直
播，挖掘时下最时髦的“网红经济”。

很难想象，在2015前，这栋楼除底层
出租外，楼上近2万平方米的楼宇均处于
闲置状态，直到重庆科莱姆企业孵化器有
限公司（简称科莱姆）提出将其打造为文
化创意类的楼宇产业园。

“中山四路是一条有着悠久历史的街
道，其文化底蕴丰富，8号楼一方面位于中
山四路，另一方面又临嘉滨路，非常适合打

造‘互联网＋文创’楼宇产业园。”科莱姆相
关负责人介绍，在渝中区电创园管委会的
牵线搭桥下，2015年8月，该楼正式改为U
创空间·重庆文创互联网楼宇产业园。

互联网企业选址，最看重周边的氛
围，如何创造良好的氛围吸引更多企业入
驻·U创空间将目标瞄向了大企业。

2016年4月，经过全力争取，酷狗音
乐西区总部正式落户U创空间，主要开展
网络直播、“网红”和明星打造、原创音乐
演出等业务。

除了大企业带动外，对互联网企业来
说，资金也尤其重要。为此，U创空间联合
软银中国、临云资本、南京三胞集团、深圳
前海川亿创投等风投资源，帮助入驻企业
解决融资困难。截至目前，一山农夫、萨
姆纳科技等入驻企业成功实现融资。

栽好梧桐树，自有金凤凰。据悉，目
前U创空间已入驻企业27家，其中既有酷
狗音乐西区总部、深圳普林斯曼建筑设计
公司等知名企业，也有杰夫与友、陨石数
码、叁悦众策等科技型中小企业。2017
年，U创空间产值达2.5亿元，预计2018年
产值可达到5亿元。

“特色园区”加速产业集聚

包括U创空间在内，渝中区正通过打
造一个个互联网“特色园区”，加速互联网
产业集聚。

最近，重庆村1号“互联网+专业服务
业”楼宇产业园新引进了两个互联网重点
项目——阿里巴巴新外贸本地化服务中
心和阿里巴巴贸易电商服务中心，主要为
企业提供销售渠道、金融、人才培养、工具
支持等服务。两大项目的入驻，预计将吸
引数十家互联网相关企业入驻。

而在不远处，位于渝中区中山三路
163号的上清寺V营“互联网+文创”产业
园，正抓紧建设中，预计5月正式开园。该
产业园可使用面积1万余平方米，定位为
新型“互联网+文创”产业园，目前已签约
派尼尔文化、联誉诚网络科技等企业28
家，入驻企业23家，预计3年内将带动“互
联网+文创”相关企业50家入驻。

此外，民国印钞厂文创公园、重庆3W
空间、D5众创空间、e+众创空间、新起点海
峡青创空间、量点港澳众创空间等陆续落
户上清寺互联网产业园服务业集聚区，并
吸引了橘猫网络、恒典实业等企业入驻。

在业内人士看来，上清寺互联网产业
园服务业集聚区正以其独特的项目吸引
力、资源集约利用率和未来成长性，让越来
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在此生根发芽，一个“互
联网+服务业”的产业集群正在加速形成。

打造西部“互联网+服务业”高地

根据规划，上清寺互联网产业园服务
业集聚区将重点发展文化创意、互联网服

务、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力争打造西部
“互联网+服务业”高地，并以此撬动区域
经济的布局优化和产业升级。

“接下来，我们将按照‘一栋楼宇就是
一个集群’的理念，继续打造特色楼宇产
业园，做大规模、做强特色。”渝中区电创
园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比如，重庆村1号商务大厦“互联网+
专业服务业”将搭建龙头企业核心产业+
专业服务链条+优质企业重点培育的发展
新模式，吸引更多的互联网、电子商务、专
业服务业企业集群发展，促进该楼宇产业
集聚、提档升级。

而“新起点海峡青创空间”“量点港澳众
创空间”的建立，则要搭建起渝中区与港、
澳、台两岸四地经贸交流与合作平台，为渝
港澳台企业和创业者提供投融资、深度创
辅、全方位资源对接等服务，5年内为渝中区
引进优质的科技创新型企业30家以上。

“为加快产业集聚，管委会还将整合
社会资源，联手打造公共服务平台，将政
府职能延伸至楼宇产业园，提供人才、金
融、技术等个性化服务内容，为入驻企业
开辟绿色通道，提升服务效能。”渝中区电
创园管委会相关负责人透露，2018年，上
清寺互联网产业园服务费集聚区将瞄准

“总大新高”，加快引进一批“互联网＋服
务业”龙头企业及重点平台，力争全年新
增企业300家以上。

上清寺构筑“互联网+服务业”高地
本报记者 郭晓静 杨艺 实习生 古湘渝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 通
讯员 赵武强）3月6日晚，在台湾
南投埔里镇中学运动场，铜梁火龙
赴台展演完美谢幕。在台期间，铜
梁火龙展演累计吸引8万多人次到
现场观看，150万人次通过直播观
看展演。

3月1日，应台湾南投县文化艺
术学会邀请，市台办、市文化委和

铜梁区共同组织第二届“龙耀宝
岛”中华铜梁火龙赴台展演活动。
3月2日起，此次展演活动共在当地
举行6场火龙展演。

据南投县观光处统计，元宵节
的首场火龙展演就吸引1.2万民众
到现场观看，全部6场演出共吸引
8.36万人次到场观看，150万人次
通过网络直播观看展演。

铜梁火龙展演在台湾完美谢幕
6场演出吸引8万多人次现场观看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3
月8日，市气象台预计，今日将持续
好天气，全市最高气温将升至
25℃。

不过，市气象台预计，明日起
各地阳光将消散，包括酉阳在内的
偏南地区又将迎来间断小雨。

具体来看，9日白天，各地晴间
多云，大部地区气温5～25℃，城口
及东南部3～20℃，主城区晴间多

云，11～22℃；9日夜间到10日白
天，西部地区多云间晴，其余地区
晴转多云，大部地区气温7～25℃，
城口及东南部6～21℃，主城区多
云间晴，12～22℃；10日夜间到11
日白天，中西部偏南及东南部多云
转分散阵雨，其余地区阴天到多
云，大部地区气温8～22℃，城口及
东南部7～18℃，主城区阴天间多
云，15～20℃。

我市首个测绘主题文化公园开放

3月8日，在位于两江新区的重庆测绘文化公园，市民在测绘主题雕塑
旁休憩。 记者 张锦辉 摄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3 月8日，记者从两江新区市政园
林水利管护中心获悉，重庆测绘文
化公园已正式建成并免费开放。
该公园也是重庆首个以测绘为主
题的文化公园。

重庆测绘文化公园坐落于两
江新区服务贸易产业园旁，占地约
200亩。公园内建设有测绘主题雕
塑、健身步道、大型湖泊等，功能完
善，环境优美。

在设计上，公园从测绘主题出
发，以测绘文化为叙事辅线，运用
雕塑艺术表现形式，将文化景观与
场所环境有机结合，凸显出从世
界、中国到重庆测绘底蕴深厚的历
史文化和人文精神。

据悉，公园主道路“测绘文化
之路”游线分为6个节点，依次为测
绘之魂、测绘之眼、测绘之星、测绘
之果、测绘之源和测绘年轮等多个
主题。

今日重庆最高气温将升至25℃

南川荷兰花卉乐园开园

市民在荷兰花卉乐园里赏花留影。 记者 颜安 摄

聚 焦 渝 中 现 代 服 务 业 ④

本报讯 （记者 颜安）3月8日，
阳光明媚，位于南川现代农业园区
的荷兰花卉乐园正式向游客开放，
700万株从荷兰空运而来的郁金香
争奇斗艳，竞相开放，为山城人民赏
花和休闲增加了新去处。

荷兰花卉乐园占地650亩，由
南川区政府引入深圳华投公司投资
打造，分3期、3年建设：一期建成实
体花卉公园和高端休闲旅游中心；
二期将开设线上销售平台与线下旗
舰体验店，推出高端婚庆、节庆、珠
宝设计、青少年科普等主题活动，聚
合境内外花卉生产、交易、加工、储

运与销售等企业资源；三期建设中
荷生物技术合作平台，提升花卉种
植技术、育种技术等核心环节竞争
力，全部建成后将形成2200亩的现
代化花卉产业集群。

本次郁金香展是荷兰花卉乐
园的首次展出，共有88个郁金香
品种，全部来自海上丝绸之路终
点——荷兰。花展为期一个半
月，市民可趁着大好春光踏青赏
花，自驾线路为：G65包茂高速大
观下道沿指示牌前往木凉镇汉场
坝（导航直接输入：荷兰花卉乐
园）。

作为“在希望的田野上”乡村振兴报
告团成员之一，晏洲在老家彭水润溪乡，
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山鸡王”。

这几年，他靠养殖山鸡，不仅帮助村
民脱贫致富，更带动当地旅游发展。其
打造的“寻梦山谷”是润溪乡首家集养
殖、采摘、观光于一体的农业休闲度假中
心，年接待游客6000余人。

返乡创业

他瞒着父母借钱养山鸡

润溪乡地处摩围山片区，平均海拔
在1000米左右。近日，重庆日报记者来
到这里时，晏洲的山鸡养殖场里，工人正
忙着配备饲料，修补圈舍，为山鸡的春季
繁殖做准备。

今年31岁的晏洲，出生在当地一
个普通农户家庭。他也是村里第一个
大学生。2009年6月，大学毕业后，他
凭借过硬的专业知识，在主城找到一
份比较舒心的工作，小日子还算过得
滋润。可每每回到老家，看到村里发
展滞后，村民们还靠种植苞谷、红苕、
洋芋“三大坨”过活，晏洲的心里很不
是滋味。

2010年春节，趁着回家过年的机
会，晏洲第一次向父母提出返乡创业的
念头。

“这可不行，我们省吃俭用送你外出
读书，就希望你跳出‘农门’。如今，眼看
在城里站稳了脚，你却要返乡创业，回来
当农民？”父母的反对并没有让晏洲改变
自己的想法，他盘算着，一定要回乡干出
一翻事业！

一次偶然的机会，晏洲听说黔
江一村民靠养殖山鸡，一年能挣十
几万元。润溪乡自然植被丰富，正
好适合山鸡养殖。他瞒着父母，向
朋友借了 2 万余元，在老家润溪乡
樱桃村流转了 5 亩土地，雄心勃勃
开始创业。

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他用渔网将
土地围起来，算是简易的鸡场。一间砖
砌的小屋，就是他的窝。每天，他一个人
待在山上，为了省钱，几乎天天吃土豆、
白菜，一碗方便面已经算是“打牙祭”。
创业虽然辛苦，但因为有梦想，晏洲痛并
快乐着。

坚持梦想

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山鸡王”

但一切并不如想象中顺利，一次惨
痛的经历让晏洲险些打了“退堂鼓”。

2010年9月，第一批山鸡苗运至鸡
场时正值夏末秋初。此时，山上早晚温
差大，加上他缺乏管护经验，1000只鸡
苗不到三天竟死了700多只，对于晏洲
来说，这无疑是当头一棒。

“说实话，我从没想到养鸡会这么
难。”晏洲感慨道：“过去，我以为鸡仔运
来后，稍加照顾就能养大，养大了就能卖
钱，哪知道还要懂技术、懂管理、甚至还
要懂经营？”他瘫坐在鸡棚旁，十分无
奈。多少次，他都想打开鸡棚，将剩余的
鸡仔全放了。但听着鸡仔“啾啾”的鸣叫
声，想到创业之初的激情，他最终还是决
定继续往前走。“我不停地对自己说：无
论成败，一定要坚持下去。”晏洲告诉重
庆日报记者。

为了学技术，他在老乡家的鸡场住
了大半年，学习如何给鸡配食、治病。闲
暇时，他还上网查阅资料，将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自创了一套山鸡养殖法。

管护200多只山鸡并不是件容易的
事：每天，天刚蒙蒙亮，满山的鸡鸣将他
从睡梦中唤醒，配饲料、撒鸡食、打扫鸡
圈，忙完后已近中午；傍晚，夕阳西下，将
山鸡仔赶回圈舍，他又得漫山遍野捡鸡
蛋；晚上睡觉前，他还得摸黑给鸡仔喂水
喂食，做好圈舍保温工作。不到半年时
间，他足足瘦了20斤。

天道酬勤。2011年夏季，200多只
山鸡终于出栏，他卖掉一部分公鸡，剩余
的留做种鸡，开始自繁自养。

这些山鸡主要供应给外地餐馆，晏
洲算了一笔账：“一只成年山鸡能卖到
100元左右，当年一共卖了100多只山
鸡，除去饲料及人工成本，也算小有盈
余。”

如今，晏洲的山鸡存栏量已达6000
余只，年产值60万元，成了当地名副其
实的“山鸡王”。

养殖＋旅游

他带领村民实现脱贫增收

樱桃村地处重庆与贵州交界处，全
村341户村民中，共有70户贫困户。

以前村里交通不便，村民出行全是

泥巴路，汽车根本开不进村。直到2014
年前后，借助摩围山景区发展，樱桃村对
村社道路进行了改善，基本实现“雨天不
湿脚，晴天不沾灰”。晏洲发现，曾经无
人问津的小山村，突然多了些外来的游
客，一些外出打工的村民也陆续返乡，搞
起了农家乐。

此时，晏洲的养殖场除了饲养山鸡
外，还开始涉足珍禽养殖，引入了红腹锦
鸡、孔雀、鸵鸟等6种珍禽，养殖后销往
上海、广州等地的动物园。“珍禽具有较
高的观赏价值，既然村里通了路，我何不
借此发展乡村旅游，延伸产业链？”晏洲
有了大胆的想法。

这一年，他拿出所有积蓄，在当地流
转了220亩土地，打造了“寻梦山谷”度
假区。度假区不收门票，主要以“吃喝玩
乐”带动消费，游客既可赏花、摘果，又可
垂钓、喂养珍禽。虽然度假区还在修建，
但已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咨询。

看着晏洲的产业越做越大，村民们
羡慕不已。有时候，村民们会和他开玩
笑，让他帮帮忙，带大家一起致富。说者
无心，听者有意，晏洲告诉记者，自己当
初返乡的目的，除了实现创业梦外，还有
个目的就是改变家乡落后的面貌，让村
民不出家门也能挣到钱。

因此，他提出了村民以资金入股的
形式分享他的创业红利。

张宏是第一个尝到甜头的贫困户。
2014年他将自家5亩土地流转给“寻梦
山谷”后，又以产业资金入股，成为“寻梦
山谷”的股东之一。平时，他还在“寻梦
山谷”务工，负责花草管护、卫生清扫等
日常工作。张宏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务
工日均收入在70元左右，一年仅工钱就
有2万余元，再加上土地流转和年底分
红，一年纯收入有3万余元。成为“寻梦
山谷”股东的第二年，他就成功脱贫。

目前，在樱桃村，像张宏这样通过入
股“寻梦山谷”，实现脱贫增收的村民还
有60户。

“乡村振兴需要更多有思想、有
激情的年轻人参与其中，吸引年轻人
返乡创业无疑是振兴乡村的路径之
一。”晏洲说，他希望未来，政府能够
配备更多的技术团队，为广大返乡创
业者提供技术引导和支撑，同时搭建
健全的融资平台，解决创业者资金短
缺的难题。

“在希望的田野上”乡村振兴报告团系列报道①

晏洲 养殖＋旅游振兴小山村
本报记者 左黎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