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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岩东乡河坝村的一个青脆李种植示范基
地，目之所及是漫山的李子树，一颗颗青
翠的果实挂在枝头，几名村民正在果园内
忙碌着。

“由于石漠化现象，这里原本是一片荒
山。”该乡党委副书记卢策群介绍，近年来，
通过土地整治，加上科学的产业规划，如
今，这片荒山上结出了绿色的“致富果”。

开荒山 种果树

由于石漠化，岩东乡的河坝村和堰塘
村，曾有4000亩的土地几乎是不毛之
地。“不管种什么农作物都不行，眼看没得
收成，村民们也就不种了，这一片逐渐成
了荒山。”卢策群说。

自2012年起，依托退耕还林、石漠化

综合治理、土地整治等一系列政策，岩东
乡争取到2000万元资金，挖沟渠、修堰
塘、清石块……对石漠化的荒山进行综合
整治。

土地问题解决后，乡里马上就请来
了四川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的专家到当地
实地考察，通过对海拔、土壤、自然气候
等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最终选中了李子
这一产业。

选中了产业发展方向，乡政府的干部
们又马不停蹄地到附近乡镇取经，多方走
访后，看中了太原镇任正芳的彭水县苗芳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决定将她引进河坝村，
打造示范种植基地，带领村民一起发展。

引进大户 荒山“活”了

为什么岩东乡偏偏选中了任正芳？
“别看她一个女娃，岁数也不大，在太

原镇，她可是种植李子的‘土专家’呦！”卢策
群说，乡里看中的正是她的经验和技术。

而这位“土专家”，一开始做的却是水
果批发生意。那时，任正芳和丈夫两人，
从四川茂县进货，拿到菜园坝卖。

2009年，任正芳发现李子行情很好，
一筐能卖到200多元，“这么赚钱，我为啥
不自己种？”

当年，她就和丈夫返回太原镇，并引
入茂县的晚熟李品种，种植了200亩。经
过几次实验，终于在2011年取得成功，并
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种植经”。

任正芳的加入，让河坝村的荒山也
“活”了。

站在基地的生产便道上，任正芳手拿
遮阳帽骄傲地说，“今年，我们的总产量预
计200多吨，有5家固定的经销商各订了
40吨，所以，别看果子现在还没成熟，但
已经没货啦，根本不愁销！”

任正芳介绍，晚熟李比正常的李子晚
1—2个月成熟，由于错峰上市，销路更
好，根据果子的大小和品质，一般可卖到
5—8元不等，“7月份我们的李子就要出

山了，一般销往武汉、长沙、深圳等城市。”

赏花摘果 乡村旅游人气旺

如今，通过示范带动，整个岩东乡已发
展李子6000亩，吸纳当地村民就近务工1
万余人次，其中贫困户162户600余人。

河坝村村民王天禄，以前在外务工，
随着年龄增大，只得返乡种地维持生活。
2013年，青脆李产业发展起来后，他开始
在任正芳的基地务工。因勤劳、责任心
强，还被聘为基地现场管理员，月收入
1500元左右。再加上土地流转收入，如
今年均收入2万元左右，基本保障了老两
口的日常生活开支。

随着产业发展，河坝村的乡村旅游也
日渐火爆起来。

“河坝村已举办了5届乡村旅游节，
2届采果节。”卢策群说，3月看花，7月摘
果，每到节日期间，日均游客量达5000
人次。

曾经的不毛之地 如今已漫山果树

彭水石漠化地区如何种出致富果？
本报记者 栗园园

本报讯 （记者 周松）5
月14日，记者从市公安局经侦
总队获悉，近日我市公安机关破
获一起特大销售侵权假冒日化
用品案，涉及香皂、洗衣液、花露
水等多种人们日常使用的日化
用品，涉案总金额达1500余万
元。

2017年 8月，市公安局经
侦总队接到多家全国大型日化
产品权利人或单位举报，称有
人在南岸区发现一存放大量假
冒全国知名品牌旗下洗衣液、
洗发水、香皂等日化用品的仓
库。

“我们经过半个多月摸排，
确定了两名犯罪嫌疑人身份。”
据办案民警介绍，经调查得知，
2001年起，犯罪嫌疑人陈某及
其亲属在重庆经营日化用品，见
利起意的陈某便开始销售假冒
日化用品。

据陈某交待，假冒商品的
进货价比正规的市场价便宜了
1/3以上，他觉得这些假货在价
格上比正规商品便宜很多，便
开始销售。

尝到甜头后，陈某从河北、
广东等地大量购进假冒知名品
牌日化用品。“最多的时候每天
能卖到两三千元，最少每天也能
卖到五六百元。”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陈某
还专门雇请了谭某、杨某等人通
过物流发货，向重庆及四川、贵
州、湖北等毗邻地区大肆批发销
售假冒日化用品。

在摸清情况后，去年11月
2日，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对以陈
某为首的特大销售侵权假冒日
化用品犯罪团伙实施收网。此
次行动抓获包括主犯陈某在内
的涉案人员11名，其中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5名，捣毁销售、仓
存窝点21个，查扣涉嫌假冒产
品15万余瓶（块、盒、袋），货值
金额 120 余万元，涉案金额
1500余万元。

据办案民警介绍，该案件涉
及有香皂、肥皂、洗衣液、花露
水、清洁用品、护肤品、牙膏、沐
浴露等10多种日化用品，是我
市历年来查获侵权假冒日化用
品种类最全、数量最多、涉案金
额最大的一起侵权假冒领域重
大案件。日化用品涉及民生，制
售假冒伪劣日化用品行为首先
侵害了品牌权利人合法权益，扰
乱了市场经营秩序；同时，假冒
日化用品的重金属超标，使用后
可导致脱发、皮肤过敏等不良反
应。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
查中。

重庆破获特大日化品造假案
涉案金额1500余万元

本报讯 （记者 杨艺）5月14日，
重庆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综合试点暨
培训会在南川区举行，标志着全市第四次
全国经济普查综合试点工作全面开启。
本次综合试点时间为4月至6月，南川区
作为此次经济普查国家级综合试点地区
之一，将在全区34个乡镇（街道）开展集
中演练。

据悉，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将全面调
查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

布局和效益，普查时间从2018年至2020
年。而经济普查综合试点是全国经济普
查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普查的一次实战
演练。国家统计局共选取重庆、河北、江
苏、湖北、宁夏等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作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国家综合试点
地区。

“此次试点，旨在通过从整体上模拟
普查业务流程、主要环节，重点检验目前
研制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和配套

软件的科学性、可行性，认真总结普查组
织实施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为修改完善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提供科学依
据。”市经普办主任、市统计局局长黄可介
绍，除南川区作为国家级综合试点地区开
展集中演练外，我市还将于6月在万州
区、沙坪坝区、永川区和彭水县以分散试
点方式开展市级综合试点。

重庆日报记者获悉，明年1月 1日
起，将在全市范围内正式开展第四次全国

经济普查。与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相比，
本次经济普查方案增加了企业（单位）资
产负债、经济发展新动能培育和规模以下
单位经济方面的核算指标，普查任务更
重。经测算，全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对
象达280万个，其中法人及产业活动单位
80万个，个体经营户200万户；相比第三
次经济普查，单位数量增长42.5%，个体
经营户数量增长40.6%。

全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综合试点启动
南川、万州、沙坪坝、永川、彭水列为试点区县

重庆第四次
全国经济普查总
体安排

扫一扫 就看到

青 年 记 者 老 区 行

本报讯 （记者 周松）在
第九个全国公安打击和防范经
济犯罪宣传日到来之际，记者从
市公安局了解到，我市公安机关
紧跟经济犯罪新形势，对常见、
多发、涉及国计民生的经济犯罪
给予重拳打击。从去年5月至
今，我市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
济犯罪案件2300余起，打击处
理1300余人，挽回经济损失22
亿余元。

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针对非法集资、传销、制售
假冒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
等侵害民生权益的经济犯罪，
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主动进攻态
势，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尤其
在涉众型经济犯罪方面，联合
市金融办、工商局等相关行政
监管部门开展大规模打击整治
工作，有效防范了系统性、区域
性风险。

从去年 5月至今，我市公
安机关共排查我市经济领域风
险隐患线索900余条，妥善整
治化解涉众型风险线索160余
条，涉众型经济犯罪立案数、涉
案金额同比大幅下降。先后成
功破获“4·19”特大制售假劣汽
配案等一大批涉及民生的大要
案件。

针对经济犯罪新趋势、新

变化，公安机关开展系列专项
打击，全力维护我市良好经济
发展秩序。开展涉税犯罪专
项行动，挽回经济损失3.44亿
元，成功破获涉案金额超 100
亿元的“4·18”特大制售发票
案，受到公安部嘉奖表扬；开
展打击整治银行卡犯罪专项
行动，破案 200 余起，挽回经
济损失440余万元；开展打击
整治假币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缴获假币780余万元；持续推
进“天网行动”，成功抓获在逃
涉 案 人 员 5 名 ，缉 捕 率 达
56%；开展“猎狐行动”，抓获
6名外逃犯罪嫌疑人，受到公
安部通报表扬；坚持为民打
假，发起集群战役47起，成功
破获制售假冒“鸽派”电缆线
案、“8.23”非法经营假烟案等
一大批大要案件，有力保障了
群众安全，服务了企业创新发
展。

据统计，自出台“服务民
营经济发展30条”以来，截至
目前，全市公安机关已受理民
营企业咨询求助 4.5 万余起，
走访企业 3.6 万余家，上门服
务 3 万余次，解决涉企问题
3800余件；开展专项打击整治
行动450余次，挽回企业损失
3.6亿元。

重庆公安机关一年来

破获经济犯罪案件2300余起
挽回经济损失22亿余元

链接>>>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沙坪坝区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邓有涛
机构编码：000100500106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303-8-12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139号平街三层3号
发证日期：2018年03月09日
邮政编码：400000 联系电话：023-65611792
业务范围：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开办以下业务：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等保险业务。
成立日期：2009年02月17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陶家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李再彬
机构编码：00010050010700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陶家都市工业园区管委会4楼4-11、4-12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珠江路48号1幢9-7、9-8、9-9号
发证日期：2018年03月09日
邮政编码：400000 联系电话：023-68667091
业务范围：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开办以下业务：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法定

保险业务除外)）。
成立日期：2015年07月29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璧山区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陈灿舫

机构编码：000100500227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璧山县璧泉街道奥康大道1号二楼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双星大道50号金融街2幢4层

成立时期：2010年05月26日 邮政编码：402760 联系电话：41420065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04月17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石柱县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余龙 机构编码：00010050024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安街道都督大道9号隆泰·好望山13幢2-25、2-26、2-27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安街道都督大道9号隆泰·好望山13幢2-25、2-26、2-27、

2-28、2-29

成立时期：2014年11月06日

邮政编码：409100 联系电话：85007678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法定保险业务除外）

发证日期：2018年04月17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为改善居民如厕条
件，璧山区今年内将新建、
改建城区和景区公共厕所
12 座，目前已完成的几座
公厕已陆续投 入 使 用 。
据介绍，这些公厕将按照
外观辨识度强，室内无异
味，干净整洁，免费提供
手纸和洗手液，四季有温
水等标准统一建设和管
理，提升本地居民和外地
游客的如厕舒适度。
首席记者 崔力 摄

璧山提升
公厕舒适度

“喝古剑红，品的就是一种文化味。”
5月3日，綦江区永新镇罗家村凤凰山顶，
被茶园环绕的一间茶肆里，身着米色对襟
服的屈波，向重庆日报记者讲起了他的古
剑山茶。

就在前两天，古剑山茶入选农业部
2017年度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

“是我7年心血的结晶。”屈波说，“我
这一生与古剑山茶结下了不解的缘分。”

下岗和再就业都与茶有缘

屈波在綦江城里长大，第一份工作就
是在綦江供销社原茶叶公司卖茶叶。

“10多年前，茶叶公司关门，我也下
岗了。”下岗后，屈波还是没有离开“茶”，
他去到万盛一家茶场打工。

2011年，屈波发现罗家村凤凰山上
的梨园树下可以套种矮化茶树，便来此流
转了280多亩梨园，在梨树下种起茶来。
他陆续从全国各地引进32个茶树品种进

行试种，其中包括重庆的巴渝特早、四川
的名山131、福建的福鼎大白等全国知名
茶种。

“我是为了优选出最适宜綦江种植的
品种。”屈波说，只有茶的品种选好了，才
能保证培育品牌有好原料。

这几年来，屈波拜访了不少全国制茶
名师，拼命地从他们身上淘制茶技艺。他
观摩别人怎么制茶，还把著名的制茶师傅
请到罗家村，交流制茶经验。

屈波在与不同的制茶师傅交流切磋
中，融合众家之长，慢慢形成了一套独具
特色的制茶工艺。

土专家与大专家合作选
育出“綦茗108”

2017年 11月，屈波将30多亩代号
03131的投产茶树全部挖掉，重新种上自
己与茶叶专家们共同培育出的茶树新品
种“綦茗108”。

今春，他已扦插培育了200万株“綦
茗108”幼苗，准备大面积推广这一新品
种。

“这个新品种更适应我探索出来的加
工工艺，制出来的茶品质更高。”屈波说。

屈波把重庆日报记者带到他的茶园

里，指着一株叶子呈柳叶状的茶树说：“经
过专家鉴定，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唯一
一株柳叶茶树。”

这株柳叶茶是在綦江中峰镇盘龙村
建水库时，从即将被淹没的山上找到的。
这些年来，屈波一边从全国各地引种茶树
品种来进行对比试种，一边在周边寻找老
茶树，并集中搬迁到茶园里来。目前他已
寻找并搬迁来上千株老茶树，最大的一株
树龄已有上千年，直径达42.8厘米。

在进行茶树品种研究的过程中，这位
土专家组建起了包括西南大学司辉清教
授等在内的6位茶学专家团队，对茶树品
种、栽培技术、品种培育、制茶工艺等，进
行系统研究。

“綦茗108”这个新品种，就是这个团
队，用寻找来的老茶树与引进的品种进行
杂交后培育出来的。

期待綦江茶叶发“新芽”

古剑山茶是屈波所制作生产出的茶
叶品牌，旗下有古剑红牌红茶、古剑禅茗
牌绿茶等系列品种。

一个名特优新品牌，需要有高端产品
作支撑，屈波选择了将“古剑红”打造为自
己的拳头产品。他在学习、研究了金骏

眉、祁门红茶、云南滇红、四川川红等红茶
的特色后，结合古剑山茶的特性，独创出
自己的加工工艺，生产出的“古剑红”不仅
外形独特，味道也与众不同。

其实，屈波精心打造茶叶品牌，还有
一个更大的雄心——重振綦江茶的雄风。

綦江以前就盛产茶叶，面积最多时全
区种茶面积有3万多亩。然而，这些老品
种茶树没有进行研究改良，綦江也没有一
个叫得响的茶叶品牌。因而，到本世纪
初，綦江茶逐渐被市场淘汰，茶山基本上
都被销毁了。

“如今有了品牌，綦江茶又开始复苏
了。”屈波说，就在罗家村，村民已重新建
起1700多亩茶园，他新培育出的品种已
开始在全区海拔700—1200米的高山进
行种植推广。

从卖茶的岗位下岗，再就业却选择了种茶，屈波花了7年时间，培
育出一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他以品牌重振綦江茶产业
本报记者 罗成友

屈
波
正
在
照
看
他
的
茶
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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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近日，“江·海·岛”媒体联盟第
二届理事会暨荣昌国家高新区
推介会在荣昌召开。来自浙江、
上海、江苏等 37 个长江沿线城
市的 47 家媒体相聚一堂，深度
探讨长江沿线省市区域媒体转
型融合发展，以及如何发挥媒
体的力量，服务、推动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建
设。

“江·海·岛”媒体联盟于去年
6月在浙江舟山市普陀区正式成
立。一年来，联盟成员之间互动频
繁，为各城市架起了更好的沟通桥
梁，为联盟成员之间开展全方位合
作提供广阔空间。

此次“江·海·岛”媒体联盟
嘉宾走进荣昌国家高新区，近距
离了解了澳龙生物、唯美陶瓷等
企业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情况。

“江·海·岛”媒体联盟走进荣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