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编辑 李薇帆 见习编辑 吴星翰 美编 丁龙

2018 年 8 月 10 日 星期五 5版

8月8日，重庆金果源进出口有限
公司总经理艾中华再次到访江津综合
保税区，就金果源进出口水果产业园
项目选址用地、交地时序、开工手续办
理等事宜，与综保区方面协商敲定意
见。

今年4月以来，艾中华已4次到
访江津综保区，并于今年7月26日与
综保区正式签订投资协议：将在综保
区围网外区域投资10亿元建设金果
源进出口水果产业园。

“金果源公司是母亲以20元本
钱，靠背背篓售卖江津广柑起步，逐步
发展起来的。”艾中华说，这个项目是
公司成立至今最重大的一项战略投
资，投资这个项目既有家乡情怀因素，
也是出于企业自身发展需要。未来的
江津必将成为我国重要的内陆水果贸
易加工中心，金果源公司也将积极融入
和推动这项布局，实现新一轮的发展。

白手起家
兜售江津广柑踏上创业路

艾中华的妈妈名叫黄正权，是国
内最大的进口水果商之一，在业内有

“西南水果大王”之称。去年4月，由
重庆市委宣传部组织的“逐梦他乡重
庆人”宣传活动，曾对她的事迹进行了
广泛报道。

今年70岁的黄正权出生于永川，
不到两岁时被抱养至江津区朱杨镇白
杨湾，小时候家里极其贫困，因此小学
还没毕业便辍学了。1982年深秋，黄

正权为应付3个孩子的学费问题，开
始尝试做生意：她以20元本钱购买了
几麻袋江津本地广柑，贩运到大渡口
重钢门口兜售，结果只用一天时间就
把广柑全部卖了出去，除开本钱，还赚
了几十元。

一季柑橘卖下来，黄正权筹集到
了一笔本钱。之后，她把包产地转让
给别人耕种，正式走上经商道路。经
历了背着背篼走街串巷、路边摆摊、水
果市场租摊位售卖等阶段。

有了一些积累之后，黄正权开始
做水果批发生意。为采购物美价廉的
优质水果，她前往全国各地的水果原
产地，深入果园看质量、谈价格，是我
市第一个引进福建蜜柚、陕西苹果和
辽宁巨峰葡萄的商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黄正权将
“南征北战”的步伐踏出国门：她先在
国内最大的进口水果交易市场广州江

南水果市场站稳脚跟，接着到泰国、越
南等水果原产地直接收购水果，后来
干脆买果园、买地建水果基地。而在
国内，黄正权则逐一占领了成都、昆
明、贵阳等地水果市场。

目前，金果源公司在泰国共建有
3家公司、5家工厂，是泰国龙眼在中
国最大的进口商，销售量占国内市场
份额的20%。另外，该公司还常年在
智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
大、波兰、西班牙、南非、越南等国家和
地区批量采购优质水果，并在广州、上
海、成都、昆明、贵阳等10多个省会城
市和直辖市设有营销分部。2017年，
金果源公司的销售额达20多亿元。

返乡投资
水果市场搬迁中发现新机遇

就在金果源发展越来越好时，公

司遇到了新的烦恼：近年来，随着电商
迅猛发展，金果源公司逐渐成为京东、
河马、易果、百果园等生鲜电商平台的
重要供货商，而公司却缺乏一个具有
较大规模的水果加工中心来开展保
鲜、分拣、包装、配送等业务。

在此期间，金果源公司在菜园坝
水果市场、盘溪市场虽都设有营业部，
但受场地限制，无法建立这样的加工
中心。去年8月，盘溪蔬菜市场全面
关闭，金果源公司盘溪市场营业部及
其它200多户水果经营户搬到白市驿
水果市场，但这个市场更为狭小。为
此，艾中华考察多个地方，也没找到一
个适合建设水果加工中心的理想之
地。

在今年1月举行的全市两会上，
艾中华以市人大代表身份提出“把重
庆建成中国内陆水果进出口贸易中
心”的建议。他认为，随着重庆内陆国

际物流枢纽的初步形成，国家检验检
疫综合改革在重庆的顺利推进和海关
创新实施“四自一简”监管改革，重庆
已具备建立中国内陆水果进出口贸易
中心的必要条件。他认为，重庆若建
成内陆水果进出口贸易中心，可大力
助推重庆内陆开放高地的建设，让进
出口水果成本更低，使重庆本地水果
种类更丰富。

今年初，市政府决定关闭白市驿
水果市场，江津区政府与市级相关部
门组成工作联络组，积极引导该市场
经营户搬迁到双福国际农贸城。3月
29日，金果源公司白市驿水果市场营
业部及该市场的300多名经营户集体
搬入双福国际农贸城水果市场。

正是这次搬迁，使艾中华全面了
解了双福国际农贸城水果市场和江津
综保区。今年4月19日，艾中华首次
到访江津综保区，一下就相中了这个
地方。他有关建设内陆水果贸易加工
中心的构想及金果源进出口水果产业
园项目，引起了综保区的高度重视。

5月11日，江津综保区前往金果
源公司总部拜访。6月20日，艾中华
携项目建议书到综保区详细介绍项目
规划。7月26日，双方在雾都宾馆正
式签约。金果源进出口水果产业园由
此成为江津综保区打造内陆水果贸易
加工中心所布局的首个项目。

放眼未来
两大平台支撑内陆水

果贸易加工中心

艾中华认为，江津能建成内陆水
果贸易加工中心的主要原因，是该区
同时拥有综保区、双福国际农贸城水
果市场两个重要平台。

江津综保区的优势主要有三点：
一是位于中欧班列（重庆）和重庆南向
大通道结合点；二是可开展通关一体
化和检验检疫一体化业务；三是围网

外规划了近28平方公里配套区，用地
条件好。

“别小看‘中欧班列（重庆）和重庆
南向通道的结合点’这么一句话，对我
们做进出口水果生意的人来说，可是
意义重大！”艾中华说，他们现在经营
的进口水果主要有两大块：一是泰国、
越南的龙眼、火龙果等东南亚水果；二
是西班牙橙、波兰苹果等欧洲水果。

过去，进口的东南亚和欧洲水果，
要先经海运到广州进关，然后通过公
路分拨到全国各地。其中，欧洲进口
水果海运缓慢，从欧洲原产地到重庆
需要40天时间。

在江津综保区建进出口水果产业
园后，就可经广西、云南的南向铁路直
接运输东南亚水果，经走中欧班列（重
庆）运输欧洲水果。其中，经中欧班列
（重庆）将欧洲水果运到重庆只需14
天时间。而且，铁路运输更平稳，水果
损耗率远低于公路运输。

尤为重要的是，公司还可借此打开
水果出口业务。东南亚水果属于热带
水果，欧洲水果属温带水果，两者具有
很强的互补性。今后，他们进口的东南
亚水果和欧洲水果，除满足国内市场，
还可互相销售至欧洲和东南亚地区。

另外，我市本地生产的柑橘、猕猴
桃等水果也可借此平台，出口到东南
亚和欧洲国家。

双福国际农贸城水果市场距离
江津综保区并不远，且都在绕城高速
公路沿线，从江津综保区进来的水果
可通过双福国际农贸城水果市场迅
速分销到重庆及周边地区。目前，双
福国际农贸城水果市场已聚集了600
多家水果批发经营户，日交易量达
2000多吨，已成为重庆最大的水果
交易市场。

根据协议，金果源公司将在江津
综保区建设“一基地三中心”：“一基
地”就是金果源总部基地；“三中心”就
是智能水果加工中心、进出口水果物
流中心、进出口水果流通服务中心。
其中，智能水果加工中心将具备较大
规模的水果保鲜、分拣、包装、配送等
生产能力，进出口水果流通服务中心
将为中小水果商提供报关、代采、金融
等服务。该项目建成后，预计年营业
收入达15亿元以上。

江津综保区经济发展局局长聂勋
宇表示，目前，他们已围绕中国内陆水
果贸易加工中心积极开展产业规划与
招商工作。

借力综保区、双福国际农贸城水果市场两个重要平台

江津建设水果贸易加工中心
本报记者 周雨

重庆江津综合保税区。 记者 周雨 摄

当好安全生产的“前哨、探头”

“自参加驻矿以来，我共发现安全
隐患240余条，向煤矿反映问题及提
出安全管理建议30余次，督促煤矿追
查‘三违’5次；所驻煤矿未发生生产安
全亡人事故，严格遵守驻矿廉洁规定，
较好地发挥了驻矿安监员的‘前哨’和

‘探头’作用。”近日，在重庆煤监局、市
煤管局召开的全市驻矿安监座谈会
上，驻矿安监员姚小军说。

姚小军是重庆煤监局渝东分局派
驻到渝南片区东林煤矿的驻矿安监
员，自2017年4月参加首轮驻矿安监
工作至今，他先后参加3轮驻矿，深入
井下75次，参加各种安全会议近100
次，充分发挥了一名驻矿安监员的主
观能动性，推动所驻煤矿安全生产形
势进一步改善。

姚小军只是全市200多位驻矿安
监员的一个缩影。2016年永川金山
沟煤矿“10·31”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
故发生后，按照市政府的统一部署，重
庆煤矿安全领域从2017年1月开始
实施驻矿安监工作，至今已经1年半
时间。

“长期以来，面对重庆煤矿点多
面广、战线长的实际情况，监察监管
部门执法力量很难对煤矿实现全覆
盖、高频率检查执法，对于煤矿存在
的深层次隐患和问题缺乏深入细致
地研判，漏洞盲区难以避免。”重庆煤

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针对这一情
况，市政府建立了驻矿安监制度，明
确把责任压实到煤矿一线、井下，强
化盯守盯防，做到第一时间发现问
题、第一时间纠正违章、第一时间整
改落实。

为此，从2017年初开始，全市煤
矿按照《重庆煤矿安全监察局重庆市
煤炭工业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
市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和《重
庆煤矿安全监察局重庆市煤炭工业
管理局关于对煤矿派驻安监员的通
知》，开始严格执行驻矿制度。

其中，各产煤区县（自治县、经开
区）政府（管委会）和乡镇政府向行政
辖区内每个乡镇煤矿派出3名驻矿工
作人员，向每个市属国有煤矿派出2
名驻矿工作人员；重庆市能源投资集
团公司及渝新能源公司向每个市属
国有煤矿派出5名驻矿安监员。

根据安排，驻矿工作人员在矿工
作履行以下职责：一是检查煤矿是否
执行停产整顿、停止采掘作业、停止
建设和停止使用的监察指令；二是了
解煤矿是否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

机构和配备安全管理人员；三是每天
查阅1次当班调度记录、矿级领导下
井带班记录；四是获悉煤矿企业发生
重伤或死亡事故信息后，应及时向派
出单位报告，并督促煤矿企业依法依
规报告煤矿发生重伤或死亡的事故
信息。

增强监察监管执法实效

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驻矿安监
员身处煤矿安全生产第一线，对煤矿
实施全天候、全流程巡回盯守，在及
时掌握煤矿安全生产苗头性倾向性
问题、第一时间发现安全隐患、督促
落实监察监管指令、事故应急抢险救
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7年 7月 21日，永川煤矿南
翼总回风巷透水事故发生后，驻矿安
监员刘永行立即要求矿上撤出井下
所有作业人员，为事故抢险救援赢得
了时间和空间，避免了人员伤亡。

“驻矿安监员常驻煤矿，能够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系统研判煤矿安全
症结，为监察监管执法提供真实、可

靠的第一手资料，使执法人员能够真
正带着问题去、奔着隐患查，对于提
升监察监管执法针对性、实效性发挥
了积极作用。”重庆煤监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据了解，由各区县监管部门、企
业上一级公司向煤矿派驻的安监员
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有利于形成对
违法违规行为的有力震慑。

驻矿安监员通过全面了解矿井
设计、生产布局、采掘部署、主要灾
害等情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对于煤矿风险点有更加深入的研判
和分析，在监察监管执法过程中，深
度介入检查方案制定，明确执法重
点，有效增强了检查执法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特别是能够发挥持续监
控煤矿风险源的优势，对于煤矿动
态、安全隐患能够第一时间掌握，为
及时堵塞安全生产漏洞盲区创造了
有利条件。

同时，驻矿安监员不仅直接参与
对作业现场的安全监督和旁站式监
理，还通过参加重要会议、检查规章制
度落实情况等多种方式，全程深度介

入煤矿安全生产各领域各环节，全面
了解掌握煤矿的基本情况和突出问
题，及时与煤矿沟通情况、改进工作，
对于提升煤矿整体安全管理水平意义
重大。

以重庆煤监局渝东监察分局为
例，自驻矿安监工作开展以来，分局派
出30人次驻矿监察员在14个月内实
际共驻矿1907天，下井检查643次，
参加矿井安全会议875次，检查出各
类安全隐患1521条。截至目前，分局
派驻的5个煤矿（含渝南片区3个煤
矿）均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推动驻矿安监工作走向深入

“驻矿安监员一方面严格履行监
督职责、对标对表强化一线监管，另一
方面深度融入煤矿安全生产全过程，
真心实意通过启迪思路、宣讲政策、释
疑解惑等渠道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当
好矿工安全的守护神，赢得了尊重和
好评。”重庆煤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驻矿安监制度实施一年多来，驻矿
安监员与煤矿企业较好地实现了“同
频共振”。

中源煤业集团笔山煤矿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自去年年初开始，开
州区长期派驻有2名监管人员和1名

专业技术人员驻矿监管，检查、督促、
指导安全生产工作，督促该矿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
管理机构、建立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
和相关规章制度。驻矿以来，该公司
无一起伤亡事故发生，取得了实实在
在的效果，实现了安全生产“零”死亡
目标。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规范煤矿安
全监察监管工作，发挥驻矿工作人员
作用，近日，重庆煤监局、市煤管局制
定了《驻矿工作人员管理暂行办法》，
确保驻矿安监有章可循，步入规范化、
制度化运行轨道。

重庆煤监局、市煤管局党组书
记、局长方佳军表示，要提高政治站
位，不断把驻矿安监工作引向深
入。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强化保
障支撑，在工作上支持驻矿安监员，
在生活上关心驻矿安监员；各级党
组织对驻矿安监员要“高看一眼、厚
爱三分”，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
在评先评优等方面对参与驻矿的人
员给予倾斜，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
给予优先考虑，切实营造“有为者有
位、吃苦者吃香”的良好氛围。

文/图 肖锋

驻矿安监 推动重庆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
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第一时间纠正违章、第一时间落实整改

2016年，永川金山沟煤矿“10·
31”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发生
后，市政府为强化煤矿安全一线监
管，明确提出实施驻矿安监制度。

该制度实施以来，重庆煤监
局、市煤管局和各区县、各煤矿严
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
2017 年以来，全市共派出驻矿安
监员234人，重庆煤监局各监察分
局（办事处）选派了39名安监员轮
流驻守17个国有生产煤矿。

一年多来，驻矿安监员对于促
进煤矿安全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有力促进了全市煤矿安全工作在
一线落地生根。

驻矿安监员在机电硐室检查防爆开关

驻矿安监员核查煤矿相关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