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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跟随丈夫在外打工的王桂林，今
年的生活有了新变化：她留在了村里，照
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还有山坡上的700
棵柑橘树。空闲时，她还会到村里的一家
柑橘包装厂打零工，每天能挣100元。

37岁的王桂林家住重庆市奉节县草
堂镇坪上村。这里，家家户户都种柑橘，
就像整个奉节县的村民一样。在村民的
眼里，漫山遍野的柑橘，就像无处不在的
小草一样司空见惯。仅奉节县，就有30
万亩柑橘。

奉节县的柑橘，仅仅是三峡库区的
一个缩影。地处我国“长江上中游柑橘
优势产业带”核心地带的三峡库区，是全
国唯一的柑橘无疫洁净区域，自然资源、
生态条件得天独厚，是我国乃至世界最
适宜的柑橘生态区之一。

但过去柑橘没有成为“致富果”，还屡
屡成为让村民头疼的“伤心果”。“柑橘的
挂果期都很短，年后树上就再也看不到
了。如果年前卖不完，就只能烂在地里。”
回忆起那段日子，王桂林面带愁容地说，

“那时交通不方便，销路也很窄，只能挑到
城里卖，红灿灿的果子常常烂在地里，指
望不上柑橘养家，只能出去打工。”

“由于上市时天气寒冷，柑橘多作为
一种走亲访友的礼品，过了春节这个节
点，价格会一落千丈，柑橘烂在地里的情
况很普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进行
了多种尝试。”奉节县农委主任昌世华说，
比如在提质增效的同时，丰富了品种，形

成了早、中、晚熟配套种植的格局，不但延
长了挂果期，价格也较之前大幅增长。为
了拓宽销路，县里还建立了电商平台。现
在，村民的柑橘再也不愁销了。

与奉节县销售鲜果的路子不同，三
峡库区的忠县另辟蹊径，走上了深加工
的路子。在重庆不少高端超市，顾客能
看到一种名叫“派森百”的鲜榨橙汁饮
品，它喝起来爽口而不甜腻，虽然价格稍
贵，但颇受消费者喜爱。

这种饮品，依托的是忠县35万亩柑
橘。在忠县涂井乡友谊村，漫山遍野的
柑橘长势喜人，记者走在柑橘地里，诱人
的果香扑面而来，一只只蜜蜂在果树丛
里飞来飞去。“这里的柑橘与其他品种不

同，个头不大但水分充足，非常适合深加
工。”当地村民周康伟说，全村种上柑橘
后，不但果子能卖钱，来旅游的人也多
了，拉动了村民的收入。

“1997 年柑橘产业化项目落户忠
县，实现了‘从一粒种子到一杯橙汁’的

‘产加销研学旅’六位一体产业链。目
前，忠县拥有亚洲最大的柑橘脱毒容器
育苗基地，建成了亚洲最大的鲜冷橙汁
生产基地，综合年产值已达15亿元。”忠
县农委负责人说。

三峡库区是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生
态已经成为三峡库区柑橘的重要特征。
占地12万亩的万州区标准化生态柑橘基
地，完全采用生态农业种植方式，不喷洒

农药，不使用复合肥。在一棵挂满柑橘的
树上，记者看到一只小口袋挂在树枝上，
口袋上写着“捕食螨”字样。“这是一种生
物杀虫技术，袋里的螨虫是益虫，长大后
会爬到树上吃害虫，这就达到了杀虫的目
的。”基地负责人易兴民介绍说。

由于三峡库区的柑橘更生态，不但
卖出的价钱更好，也受到消费者的欢
迎。“我们种出的水果每年不够卖，仅
游客采摘每年就卖100万元以上。”易
兴民说，过去三峡库区山高沟深，群众
普遍面临脱贫致富的难题，如今柑橘成
为“致富果”，越来越多的群众走上致富
之路。

（新华社重庆7月30日电）

橘子红了：

三峡库区“伤心果”变成“致富果”
新华社记者 韩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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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境内长江航道679公里，约占
长江通航总里程的1/4，身为西部内陆城
市，重庆打造综合立体交通，让黄金水道
流淌黄金效益，逐步成为通江达海的内
陆开放新高地。

位于长江上游，中欧班列（重庆）和
长江黄金水道连接点的果园港，今年上
半年，到、发的商品车总量增长了35%，
铁矿石总量增长了137%。量的增长，背
后是果园港集铁路、公路、水路为一体的
多式联运带来的成本下降。

国投重庆果园港港务有限公司书记
张宝华说，到明年底，果园港会全面竣
工，到时候仅大宗散货，每年的吞吐量将
超过2000万吨。

为了更好的通江达海，重庆还加强
长江干支航道整治，提高通航能力，可通
航500吨级以上船舶的航道达到1400
公里。

向东做强长江黄金水道通道，向西
向北开通中欧班列、向南打通东盟国际
物流大通道，让重庆实现内陆城市向国
际贸易大通道起点城市的华丽转身。今
年上半年，重庆进出口总值超2200亿
元，外贸排行中西部第二。

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
究员樊一江说，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先行
官，以运输为一个纽带，嫁接了贸易功
能、金融功能，再加上产业更加精准地结
合，带动了整个区域的高质量发展。

如今，重庆正在让各类资源要素加
速集聚。国际合作，中欧班列与20多个
欧洲国家海关将施行“一卡通”通关模
式；省际协调，与四川、云南、贵州携手
提升长江航道等级；引进助力，国家投
资开发集团等央企参与合作建设。承
东启西、牵引南北，一带一路与长江经
济带联结点的重庆更将筑成进一步开放
的新高地。

（据央视新闻联播）

重庆：通江达海 腹地变高地

乘着长江游船从重庆出发，经过万
州区、云阳县，绿色已经成为长江两岸的
底色，而大面积的种植柑橘不仅增加了
森林覆盖率，同时也拉动了三峡库区的
经济增长。

在万州“玫瑰香橙”早已在网络和电
商平台享有盛名，该品种来自意大利，因
三峡库区具有冬季冷凉但无明霜的气候
特点，使柑橘天生含有丰富的“花青素”，
特别适合2-4月份晚熟的柑橘种植和生
产。柑橘成熟时还散发着浓郁的玫瑰香
味，加之完熟于情人节前后，更加深受欢
迎。当地果树站副站长汪小伟还告诉我

们，在万州区长江沿岸种植的柑橘面积
已经达到36万亩，年产值达到8亿元，已
经成为沿线主要经济作物，并且还将继
续扩大种植面积，在种植上加大有机肥
的使用，减少化肥的用量，最大程度减少
对长江水的污染。

云阳县也是重庆柑橘产业核心区县
之一，截至 2017 年，全县柑橘产量为 21
万吨，总产值近8.4亿元，全县30万亩环
库柑橘带已经建成，提高森林覆盖率
5.8%，生态保护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为库
区构筑了良好的生态屏障。

（据央视财经）

游走长江 岸绿橙香

时值汛期，受上游洪水影
响，江面漂浮物增多。“万州段
漂浮物最多时可达150吨，这
4艘机械化清漂船可以完成
90%以上的工作任务，基本可
以保证江面清洁。”但万州区环
卫处副主任陈渝也有忧虑，“污
染的根源还是在岸上，作为环
卫部门，希望各方面共同努力
治理好长江。”

万州区城市管理局机关党
委书记袁昌斌说：“万州区所有
的长江支流和干流都落实了河
长制，全区共设置区级河长25

名、镇乡级河长339名、村社级
河长706名、水库库长196名，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长江治理的
监管，切实把保护长江流域生
态问题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科技进步、监管加强，社
会各界对长江的生态保护也更
为重视，居民环保意识明显增
强，有了行动，青山绿水就回来
了。”站在万州长江大桥下的清
漂码头，看着滚滚江水和穿梭
的轮船，袁昌斌说。

（据 2018 年 7 月 30 日《光
明日报》）

清漂主力守护一江碧水

如今，重庆市正在加快建
设内陆开放高地和山清水秀
美丽之地。在发展生态经济
方面，重庆的目光放得更为长
远。万州区农业综合开发办
公室主任雷传亮告诉记者，万
州正在着力打造“三园一体”，
包括现代农业产业园、科技
园、创业园以及田园综合体
等，这些园区将成为乡村振兴

的载体。
“我们以工业的理念抓农

业，通过建设‘三园一体’，实现
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
建设新型农村文明社区，并推
动农旅融合。我们要把农村打
造为农民的家园、市民的公园
和游客的乐园。”雷传亮说。

（据 2018 年 7 月 30 日《经
济日报》）

重庆大力发展“绿色+”，推动生态要素
向生产要素转变——

应绿尽绿 富民兴农

记者手记>>>

国际在线报道 （记者
哈里斯）在璧山，政府的管理
者把城市的清洁工人们称为
城市的管理者。他们认为，在
家庭中每一位清洁工人都是
父亲或母亲，有自己的角色，
是这个城区治理的受益者。
但是走出家门后，他们又成为
了这个城市的守护者，这个城
区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感恩他

们的付出……
在璧山听到的那首献给城

市清洁工人们的歌曲中最后唱
到，“感恩，一起”！我想，这是
长江两岸的人们，甚至是整个
中国，对于保护长江生态，保护
家园秀美发出的最为温馨，也
是最为有力量的声音！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

在线2018年7月30日播发稿）

一条河与两岸的人
——阿尔巴尼亚籍记者哈里斯重庆璧山区采访手记

着眼解决“融资难融资贵”

建行南坪金子村支行建行南坪金子村支行““小微快贷小微快贷””受追捧受追捧
当前，小微企业已成为我国最活

跃的经济体之一，如何从金融机构获
得快捷简单融资服务也是广大小微企
业关注的焦点。找准小微企业的难点
痛点，建设银行普惠金融全面发力，为

“乐业”添注源头活水。建行“小微快
贷”就是其中的明星产品，面市以来，
就以其简单快捷的优点，为众多重庆
中小企业解决了融资难、融资贵的难
题，赢得了广泛好评和赞誉。走进建
行南坪金子村支行，一起来感受“小微
快贷”的神奇。

“小微快贷”包含“快e贷”、“云税
贷”、“抵押快贷”等子产品，是建行在
小微金融服务领域的转型力作，也是

建行打造“智慧银行”和“创新银行”的
缩影。它通过采集、分析企业及企业
主在建行的各项业务数据，识别判断
小微企业的信用风险、还款能力，精准
地测算贷款额度，并通过数据模型进
行风险管理，单个客户最高可贷到
500万元，期限最长3年。

主业为商业管理的重庆南合盛通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约有90余户
商户在该商场运营，因近期需要新开
商场产生了资金需求，而其他银行为
其融资除了需要缴纳不菲的担保费用
外，融资期间还要承担1年的利息，客
户拓展经营遇到了困难。获悉情况
后，建行南坪金子村支行向其推荐了

“快e贷”，客户凭借在建行良好的资
金结算及沉淀等，立即申请到了200
万元纯信用贷款，利率较其他金融机
构低10%以上，还可以根据情况随借
随还，大大减轻了企业负债压力。产
品有创新，服务也创新。上述服务过
程中金子村支行还首次使用了“龙易
行”移动服务机，上门为客户办理“快e
贷”，让客户真真实实体验到“小微快
贷”办理的“新、快、简”，企业主由衷感
慨到：“原来从准备资料、业务申请要
花1个多月，现在即开即办即到帐，真
是太方便了！”

“快e贷有两个基础条件，一是客
户在其他金融机构信贷余额不超过

500万元，二是合作银行家数不超过2
家。”南坪金子村支行相关负责人介
绍，“小微快贷”自2017年上线至今，
该网点实现投放快e贷、云税贷、抵押
快贷等共计70余户，授信金额4300
余万元，投放3400余万元。

“目前，建行小微快贷产品是最具
创新成分的信贷产品。”建行相关人士
表示，对于客户而言，只要保持在建行
的流水和资金沉淀，建行就会在他们
最需要资金的时候提供支持，“申请手
续又非常简便，免除了传统信贷繁琐
的模式，为客户‘雪中送炭’，真正实现
普惠金融‘精准滴灌’和穿透落地。”

谭叙建行建行““小微快贷小微快贷””深受客户欢迎深受客户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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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脆李规模还是300
棵树、10余亩地，经过优化培
育后，一亩地最高产可达6万
元。”巫山果农彭斌说，近几年
他开始借着电商、社交平台持
续拓宽脆李品牌知名度。“微
信中有800多名顾客，收获季
节每天来咨询的不下10人。”

巫山脆李成了村民的“摇
钱树”。巫山县也于2017年

成立了专门的果业局，主抓
脆李种植与推广。据规划，
当地财政每年将整合1亿元
以上资金支持脆李产业发
展，并逐年递增10%以上。目
前该县脆李已发展到 22 万
亩，遍及22个乡镇，进入丰产
期后年产30万吨，产值可达
30亿元。
（据中新社重庆7月30日电）

“果二代”返乡种脆李：

玩转互联网拓发展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