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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11月9日，记者从市人民
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发布会上获悉，第十一届长江三
峡（巫山）国际红叶节将于本月17日开幕，另外，第三届
巫山神女杯艺术电影周也将于同日开幕。

三峡红叶遍布整个长江三峡流域，巫山地处三峡腹
心，是三峡地区红叶最多的地方。近年来，巫山县坚持

“山水结合、文旅融合、水陆并进”旅游发展路径，目前已
成功入围首批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今年1—
3季度，巫山累计接待游客101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35.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7%、19.96%。

在此之前，巫山县曾成功举办了十届长江三峡国际
红叶节，与往年相比，今年红叶节具有“线路多、景点新”
的特点，共推出15条赏红叶精品线路，除了小三峡·小小
三峡景区、神女峰景区、神女溪景区、黄岩景区外，其余
11条线路均不收门票。游客不仅可选择传统的乘船方
式欣赏红叶，还可选择自驾或徒步，与红叶零距离接触。

红叶节期间，巫山县还将举办第二届“山盟海誓”主
题活动、第二届长江三峡国际越野赛、首届“巫山烤鱼”
文化活动等。届时，游客不仅可赏三峡红叶，还可参加
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

而在同日开幕的第三届巫
山神女杯艺术电影周期间，将
有30部“巫山神女杯”入围优
秀艺术影片在重庆主城各大商
圈和巫山县城、乡镇免费展映，
市民和游客可到指定地点免费
领票入场观看。组委会还将安
排10场剧组见面会，市民游客
将有机会与剧组主创人员、著
名影星亲密互动。

巫山红叶节本月17日开幕
11条旅游线路免费

游客在美景中留恋忘返。 通讯员 王忠虎 摄

“大约在10天后，枇杷花进入盛开
季节，就要请工人梳花了。梳掉的花，又
可以加工成枇杷花茶。这种茶的市场价
比黄金还贵，特别抢手。”11月1日，黔江
区黑溪镇改革村白沙枇杷园，业主周晴
一边观察枇杷花开情况一边告诉重庆日
报记者。

近年来，围绕美丽乡村建设目标，黑
溪镇改革村大力发展立体生态效益农
业，枇杷鲜果采摘、花蕊酿蜜制茶、林下
养鸡产蛋成为改革村现代农业发展的一
个缩影。

白沙枇杷落户黑溪

周晴是浙江省温州市人，高中毕业
后便自己创业，期间与来自黔江黑溪镇
改革村的王霞相恋并成婚。2010年春
节，周晴随王霞回改革村探亲，被黔江的
山水风光所陶醉，当看到当地大片荒芜
的田土时，他感到很可惜。根据黔江的
农作物生长情况，他发现这里与温州的
温差差不多，空气质量还更好，很适合种
植温州的白沙枇杷。周晴打听好土地流
转价格后，特地用塑料袋装一些泥土带
回温州，拿到农业部门进行检测，发现两

地土地酸碱值基本吻合。
当年秋季，周晴再次来到改革村，流

转了300亩土地，栽下了从温州购来的1
万株白沙枇杷苗，总投入50余万元。

单一水果带出立体经济

枇杷一般要4年才投产，开始的连
续4年中，周晴的基地只有不停的支出，
没有收入，他有些着急了。2014年初，
当地政府领导到基地调研，发现枇杷还
没长成林，可以套种农作物和发展养殖。

经点拨，周晴便在基地套种玉米，喂
养了2000只土鸡，当年就带来10余万元
的收入，解决了基地全年的生产投入。他
又买来20桶中蜂，放置在枇杷园里。

2015年，周晴的枇杷园正式投产，
由于枇杷储存期短，基地又没有冻库，当
地政府和区级相关部门除号召大家到基
地采摘外，还将这些枇杷纳入到“亲戚田
园”电商平台上销售。

“养鸡可以为园子除草除虫，鸡的粪
便还可以增肥土壤。”周晴林下养鸡尝到
甜头，第二年又流转200亩土地种植枇
杷，还试种了50亩杨梅，喂养土鸡4000
只，并先后成立丰非白沙枇杷种植专业

合作社、黔江区白沙枇杷种植专业技术
协会。

2016年11月14日，周晴看到一则
消息——《浙江这种花“贵如黄金”，每公
斤售价竟达6万元》，他发现，文中所指
的这种花，就是白沙枇杷花。这让周晴
眼前一亮——原来他梳掉很多花，就是
在丢“黄金”啊！于是，他当即抽出时间
回浙江学习枇杷花茶的制作工艺。去冬
今春，周晴在枇杷花盛开时，特意将梳掉
的枇杷花晾干，制成枇杷花茶销售。

“今年，梳花制茶可收入30万元，采
摘鲜果的收入已达到120余万元，林下养
殖的3000只绿壳蛋鸡、3000只土鸡可卖
40万元，喂养的180桶中蜂可卖蜂蜜20
万元。”周晴喜笑颜开地算着一笔笔账。

立体模式辐射周边

“我是在打工期间，学到了枇杷种植
技术。”村民罗云华肢体残疾，是建卡贫困
户。自周晴的枇杷园投产后，他和老伴一
直在基地打工，每人每月有1000多元的
务工收入，这让他在2015年就脱了贫。

2015年，罗云华在周晴的带动和帮
扶，也将自家的10亩责任地种上枇杷，“正

式投产后，每年收入15万元不成问题。”
“周晴的枇杷园带出多种林下经济，

真正实现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村庄增
绿的生态产业。目前，村里其他由周晴
带动起来的枇杷种植户，也在纷纷效仿
周晴的立体种养模式。”改革村村主任王
玖章说，白沙枇杷园落户改革村后，不仅
让村民的撂荒地产生了效益，还增加了
村民的务工收入，并吸引了不少外出打
工村民回家发展枇杷产业。

李胜权是白沙枇杷种植专业技术协
会会员，今年，他在中塘乡迎新村流转村
民荒山荒地200亩，用于种植白沙枇杷，

“前3年准备在枇杷地里套种高淀粉红
薯和蜜本南瓜，成林后，喂养5000只野
山鸡，养蜜蜂50桶。”

目前，周晴又把目光放在了乡村旅
游上，正在规划建设生态园农庄停车场、
篮球场、夕阳摄影点、休闲步道亭、灯饰
等配套设施。“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
战略，我要发挥好一名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扩大枇杷园到1000亩以上，扩大
土鸡、野山鸡、鹅鸭、飞鸽、中蜂等立体养
殖规模，打造一个集采摘、加工、观光、垂
钓、餐饮、会议、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生态
产业园。”周晴信心满满地说。

枇杷鲜果采摘 花蕊酿蜜制茶 林下养鸡产蛋

黔江黑溪“枇杷园”立体种养致富有方
本报记者 王翔 通讯员 李诗素 蒲冬妮

11月9日下午3点许，重庆网
商产业园内，一家名为“大码百分
百”的企业正是一片忙碌的景象。
在企业门口挂着一条横幅写着：

“不苦不累，11·11无味；不拼不搏，
11·11白活。”

“大码百分百”算重庆网商界的
“明星企业”，诞生已有10年，主要
销售大码的女装服饰，其客户有
70%-80%是“回头客”，今年全年
的销售额有望突破两亿元。对这家
企业而言，参加“双11”，如同过节
一般，是一种习惯。

“对参与‘双11’的店来说，备
货非常重要。”大码百分百负责人罗
宇恒说，以前很多店出现过因为备
货不足导致客户收货延迟的情况，
所以，为了保证“双11”货物快速送
到客户手上，他们从一个月前，就开
始给十几个合作工厂下单生产。“准
备了近10万件货，价值约700万元，
这也是我们预估可能达到的销量。”

与很多网店不同，大码百分百在
“双11”期间还有一项任务：上新款。

“我们的老客户都知道，‘双
11’是我们店出新款最多的时候。
2014年‘双11’，我们推出了40多
款新品、2015年推出了60多款，今
年我们推出了100余款。”罗宇恒告
诉重庆日报记者，因为这一任务，他
们1个月前就陆续选定新款，逐一
拍照、上预览，直到“双11”前一周，
所有新款都能让客户看到。

剩下的，就是客服和仓库人员

的工作。罗宇恒说，“双11”通宵工
作不可避免，零点到3点是客服最
忙的时候。到凌晨6点，第一批订
单就能确定并发送到仓库，那里工
作人员的工作也由此开始。“从凌晨
6点差不多要忙到晚上10点，不断
的核单、贴单、寄单，除了吃饭上厕
所，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对我们而言，‘双11’最重要
的不是销量，而是成就感。当你看
到‘单日突破X件、X元’时，心情就
像过节一样，很鼓舞人。”罗宇恒说。

不只“大码百分百”，重庆网商
产业园近百家企业也已做好“双
11”的准备，它们很多都在门口挂
着横幅、写下寄语，并做好了通宵达
旦的准备。

为了让企业能够放心备战“双
11”，重庆网商产业园也做好了充
分的后勤保障。如与相关部门沟通
协调，确保当天保电、保网，员工餐
厅通宵开放，与顺丰、申通等快递企
业做好协调，保证园区订单能够及
时发出等等。

“为了应对‘爆仓’的情况，我们
准备了近 1000 平方米的储蓄仓
库。”重庆网商产业园负责人张达巍
说，位于园区里的重庆智汇电子商
务电子规划研究院，也会从“双11”
开始进行数据收集工作。其负责人
姚章表示，通过大数据收集与分析，
他们能够获取更多店铺、产品的信
息，方便他们在以后发展中“对症下
药”，改进产品。

重庆网商产业园已准备就绪
本报记者 杨骏

本报讯 （记者 杨艺）“双
11”在即，电商除拼优惠外，还积
极备战物流。记者11月9日从相
关部门获悉，近日成为热议焦点
的苏宁共享快递盒已在重庆投
用，目前主要用于运送3C、母婴、
快消易碎品等。“双11”期间，不少
市民都有机会“尝鲜”收到共享快
递盒。

黄色的塑料盒，长0.3米、宽0.2
米，两侧有编码作为标识——9日，
重庆日报记者在位于观音桥的苏宁
物流站看到这款快递共享盒。苏宁
物流重庆公司负责人介绍，不同订

单的商品，都可放入共享快递盒，待
用户取出商品后，快递方再对其进
行回收。

据悉，苏宁投用的这种共享快
递盒成本为 25 元，预计可使用
1000 次以上，单次成本不到 3分
钱，成本远低于同等大小、成本0.6
元左右的纸箱。截至10月，苏宁在
全国13个城市投用的5万个共享
快递盒已累计节约了650万个普通
快递盒。目前，苏宁在重庆投入了
8000 个共享快递盒，已使用了
1000个左右，“双11”期间使用数
量将进一步增加。

共享快递盒已在重庆投用
每个成本为25元，预计可使用1000次以上

11月8日，苏宁送货员为顾客送货上门。当天，苏宁采用全新的快递件
包装。 记者 魏中元 摄

随着电商业迅速发展，近年来，
快递包装造成的浪费和污染问题日
益凸显。近期，出于环保以及纸箱
涨价等考虑，不少电商平台都开始
试水绿色物流。

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消耗
了99.22亿个包装箱、169.85亿米
胶带和82.68亿个塑料袋，产生的
包装垃圾达400多万吨。为有效减
少快递垃圾，我国正从两方面推行
绿色物流：一是鼓励电商、物流快递
企业利用配送渠道回收利用废弃的
包装物；二是开展电商物流标准化，
推动绿色包装。

目前，除苏宁外，其它电商也正

试水绿色物流。如京东推出循环包
装袋，该包装袋用抽拉绳密封，消费
者到京东自提点带走商品后，包装
袋会由配送员回收并送回仓储，在
再次打包时使用。目前，京东已在
配送环节投入使用数千个循环包装
袋，未来计划投用上百万个。

菜鸟则宣布，今年“双 11”期
间，将联合物流伙伴和商家推出20
个“绿仓”，从这些“绿仓”发出的包
裹，将使用免胶带的快递箱和
100%可生物降解的快递袋。同
时，菜鸟还在全国重点城市的百个
驿站启动“回箱”计划，用户收件拆
包后，可选择将纸箱留在驿站。

我国快递包装垃圾年超400万吨
电商试水绿色物流

新闻链接>>>

在制药厂车间，会议代表参观黄连的分拣和筛选。 记者 蔡正奋 摄

重庆市公共住房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半岛逸景公租房项目约2万平方米商业即将公开招商
半岛逸景公租房项目位于重庆市大渡口

区八桥镇，项目总建筑面积 69万平方米，其

中，住宅建筑面积约46.6万平方米，共23栋，

总户数约1万户；商业用房建筑面积约12.37

万平方米，其中集中商业约11.34万平方米，社

区商业约1.03万平方米。本次拟将推出1组

团7号楼约2万平方米商业用房（含3层裙楼

及1栋塔楼，均为清水房）以及配套的90个地

下停车位，该楼栋业态定位为医院或医养类，

现诚招运营商，招商方式为公开招标。有意者

请关注重庆市公共租赁房信息网的招标信息，

或拨打电话详细咨询。

咨询人：杨老师 王老师

咨询电话：63672586

机构名称：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江津中心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李远兵
机构编码：000061500116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鼎山大道518号祥瑞大厦1幢7-1.2.3.4.5.6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鼎山大道518号祥瑞大厦1幢7-1.2.3.4.5.6、9-2号
发证日期：2017年10月31日
邮政编码：402260 联系电话：13808343477
业务范围：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开办以下业务：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人寿保险、年金保险以及经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它人身保险业务。
成立日期：2010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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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朱沱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蹇世清
机构编码：000020500118002
机构原住所：重庆市永川区朱沱镇长江路425号C栋17号
机构现住所：重庆市永川区朱沱镇天河路181号
成立日期：2008年12月09日
邮政编码：402103 联系电话：49871608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

发的保险单、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
发证日期：2017年07月17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 蔡正奋）
11月6日至8日，由中国农学会农业文
化遗产分会和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政府联
合主办的第四届全国农业文化遗产学术
研讨会在石柱县举行，重庆日报记者从
会上获悉，石柱黄连生产系统入选中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这在我市尚属
首例。

据了解，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
联合国粮农组织为发掘保护世界农业文
化遗产而设，我国于2012年启动了中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保护工作，至今
共评审通过了4批91个项目，重庆石柱
黄连生产系统成功入选第4批名录。

黄连在石柱有悠久的种植历史，目
前在地面积5.76万亩，年产量3000吨以
上，占全国的68％和世界的40％以上，
是该县高山地区农户的主导产业之一。
位于黄水镇的黄连交易市场更是我国最
大的黄连专业市场，年交易量达5000
吨，占全国的80%以上，在全国黄连市场
上具有较大的话语权和定价权。

此次石柱黄连生产系统能够成功入
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主要得
益于其农业景观多样性，包括生物、地

文、天象、水文等自然景观，以及历史遗
迹、民俗风情、史事传说等人文景观。系
统传承了完整的黄连选育、种植、加工技

术，并依托当地独特生态环境，形成了包
含丰富黄连文化元素的民俗文化。

研讨会期间，百余位来自全国各地

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及河北、江苏
等14个省、自治区的专家学者参观了黄
连种植基地、黄连交易市场、黄连良种选
育基地、黄连生产传统加工工艺以及黄
连制药流程。针对目前石柱黄连产业的
发展，专家们建议继续加大对黄连生产
传统技术的挖掘，加强品种保护，同时注
重黄连产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尽快
推动石柱黄连生产系统申报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

专家学者们还围绕“农业文化遗产
地产业融合发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与监测评估”、“农业文化遗产传统知识
与文化传承”等话题进行了交流发言，提
出要加大宣传力度，引起人们对农业文
化遗产的重视，通过传承优秀传统农业
技术和知识，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石柱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县
将以此次申报成功为契机，加大对全县
农业文化遗产及相关生产方式、生物多
样性、知识体系、文化多样性以及农业
景观的发掘、保护与开发力度，打造新
兴支柱产业，使之成为建设康养石柱的
有力抓手，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
效途径。

第四届全国农业文化遗产学术研讨会在石柱召开

石柱黄连生产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为重庆市首个申报成功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