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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口镇的“秧青米”正是得益于一

体化上行产业链的发展和“武陵遗风”
品牌的影响力，从而实现了由农产品
向网货的成功转变。

今年3月28日，秀山本土品牌“边
城故事”品牌系列之“禅者”惊艳亮相
中国国际时装周舞台，发布了亲子装、
男款、女款等共200多款新品。

此外，秀山电商企业自主创建了
品四方、溜达猫等品牌56个，形成以
休闲食品为主，水果及本土特产、民族
工艺品为辅的品牌体系。

秀山正着力做优做强电商品牌，
不仅让特色农产品卖得多、卖得远、卖
得好，也直接带动了秀山加工业和订
单农业的快速发展。

秀山奇秀食品产业园是一家以糕
点、休闲食品为主的食品加工企业。

产业园负责人陈荣坤介绍，2017
年，产业园投产了两条生产线，年产值
约3000万元。今年，基于秀山完善的
物流体系，产业园建立了自己的电商
销售平台，产销均出现大幅度增长，

“今年一共投产了6条生产线，预计年
产值将达到8000余万元。”

张宗明介绍，今年，秀山新投产茶
叶、干吃汤圆、自热火锅方便食品等电
商产品加工线11条，累计达到了22
条。

位于隘口镇坝芒村的重庆市权海
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金银花加工
厂，每年要为安徽亳州等地的收购商
完成15万斤鲜黄金菊的收购和加工
订单。

该村村支书张胜海介绍，这些鲜
菊花，都是以每斤3元的价格从贵州松
桃等临近区域收购的，“从根本上解决
这些地区黄金菊的销售问题，也带动
了周边区域农民的增收。”

借助农产品的一体化上行产业
链，秀山大力发展“一村一品”，帮助有
需求、有条件的农户，尤其是贫困户，
发展土鸡、土鸡蛋、百合、紫薯等订单
农业，建立电商农产品生产基地，目前
已认证132个特色农产品电商基地，
建立供应站点3650个。

创新推出电商订单
脱贫增收精准到户

已是立冬时节，海拔近千米的隘
口镇富裕村大龙门组，天气寒冷。

村民熊朝付的心里却暖洋洋的，
因为今年和中药材黄精套种的几亩洋
芋，每亩给他带来了5000多元的收
入。

“从没想过种洋芋还能找钱。”熊
朝付印象中的洋芋，只能填饱肚子，根
本就不值钱。

从去年开始，为了帮助熊朝付一
家脱贫，富裕村村干部把一份洋芋收
购的订单交给了他。

在村干部的帮助下，熊朝付从四
川引进红皮洋芋，不仅产量大幅提高，
亩产超过了4000斤，而且收获的洋芋
也以每斤1.2元至1.5元的价格由下单
企业全部接收。

秀山脱贫攻坚办宣传组副组长饶
禹介绍，秀山组织电商孵化园167家
电商企业，成立了青年电商扶贫队，全
面调查梳理适合县域种养、有热销潜
力、有利润空间的订单产品，再结合全
网大数据分析销售策略，每年制定订
单计划，以销定产，重点覆盖贫困村和
贫困户产业发展需求。

而遍布秀山农村的武陵生活馆，
也是农村电商产业链不可或缺的一
环，也是订单农业的执行者与监督者。

企业与农户在公证机构监督下，
签订订单协议，由秀山云智科贸公司
创立的武陵生活馆负责追溯体系建
设、品质管控、选品组货等关键环节，
督促双方履行契约。目前，在全县233
家武陵生活馆的推动下，已签订脐橙、
紫薯、百香果等包销订单1.2万亩。

此外，电商企业借助“武陵遗风”
等品牌影响力，抱团营销订单产品，主
打品质实行精细化种养，以提升终端

价格腾出利润空间，每项产品30%以
上利润分配给农户，按照土鸡土猪肉、
土鸡蛋分别以高于市场价3元/斤、0.4
元/枚的标准直接将“电商红包”发放
到贫困户银行账户，预计今年将发放

“电商红包”逾80万元。

村头下单、云智组货、云仓发货
构建全民电商产业链

通过建立物流快递、人才培养、农
产品上行、电商平台、电商服务五大体
系，秀山形成了线上村头、线下武陵生
活馆的“互联网+三农”发展模式，成功
纳入全国农村电商十大模式之一，面
向全国推广。

2017年，村头平台已推广运用到
16个省市138个区县，电商云仓全年
快递发出量达到1320万单，占全市快
递发出量的10%以上，逐步形成了全
民电商的浓厚氛围。

形成这样的氛围，与秀山持续进
行渐进式流水席培训，为电商发展注
入新鲜力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设于隘口镇政府的电商培训中
心，20岁的肖国福在完成1个月的电
商培训课程后，开设了自己的网店“味
之极生活店”，专门销售秀山特色休闲
食品和土特产。

开店3个月，肖国福的网店月均销

售额已近 7 万元，每月利润达到了
8000多元。

“每次培训，就等于萌发了一颗农
村电商种子，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电
商队伍。”重庆村头科技发展公司董事
长车玉昕介绍，在秀山，电商培训被形
象地比喻为“吃流水席”。

秀山建立起普及、技能、技能提升
三级培训班，从不同层次、不同需求，
培养了一支“下地能弯腰，上桌玩鼠
标”的电商人才队伍，累计培训新型职
业农民2.3万余人次，基本完成农村电
商普及培训阶段，持续为农村电商注
入新鲜血液。

目前，秀山已发展各类网企网店
2200家、微商微店6000余个，全民电
商主打产品10款以上。

“一部手机，就当起了微店老
板”。在秀山，因为有了“村头”和电商
云仓，只要会玩手机微信、微博等社交
软件，就能成为电商创客，让曾经沉睡
深山的农特产品秒变爆款网货。

“村头下单、云智组货、云仓发
货”，秀山云智科贸公司牵头串联起了
整个全民电商产业链条，云智速递深
入田间地头组货，再通过分拣、加工、
包装等环节，将产品送入电商云仓，村
头下单后即可发货。

目前，秀山已建成日均处理峰值

20万单的西南地区枢纽型电商云仓，
实现自动分拣、自动成箱、自动打包，
仓库利用率、托盘使用率、分拣效率
分别提升145%、42%、30%，货差货
损率降至0.05%，综合物流成本下降
5%。

此外，秀山还在广西南宁、云南昆
明等13个农产品原产地建立了村头
云仓，目前已有7个投用。

“通过大数据分析，就能确定这些
地方的农产品是否能在我们的电商平
台上成为‘爆款’，从而指导我们有选
择地在相应的地方建立云仓。”车玉昕
介绍，在农产品原产地建立云仓，实现

“秀山接单，云仓发货”，不仅能减少物
流成本，填补秀山本地货源空缺，而且
因地制宜，符合当地资源禀赋，实现了
区域融合发展。

构建三级物流体系
破解两个物流“一公里”难题

2017年，秀山电子商务交易额实
现91.3亿元，增长33%；其中网络零售
额实现17.2亿元，增长39.2%，农产品
电商销售额实现8.2亿元，增长46%。

2018年1-9月，秀山电子商务交
易额实现75.8亿元，增长20.4%，其中
网络零售额实现 15.05 亿元，增长
35.9%，农特产品电商销售额实现6.47

亿元，增长33.12%。
为什么秀山电商能够快速发展？
“秀山具有完善的三级电商物流

体系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也是电商发
展的基础。”县委负责人介绍，秀山发
展物流产业，正是由于其在武陵山区
中具备区位和交通优势：周边400公
里范围内没有大城市，地处周边区
域的中心地带，高速公路和铁路通
达……

“秀山通过构建城乡配送、区域分
拨、全国直达三级物流网络，形成城乡
双向物流模式，以其更高的时效、更低
的成本，有效破解了‘农产品进城最初
一公里、工业品下乡最后一公里’的难
题。”县委负责人介绍，目前，秀山已在
县城建成7万平方米电商仓库，投用电
商分发中心，在农村建成了233家武
陵生活馆实体店，集成了网络代购、快
递收发、特产收购等“六大功能”。

同时，将全县规划为4个片区15
条乡村物流线路，每天将到达电商分
发中心的快递包裹共同配送进村，返
程将乡村配送网点收购的农特产品
组织进城，无缝对接社会快递和乡村
网点，快递首重包邮从以前的17元
降至现在的 3 元，年节约物流成本
1亿多元。

在此基础上，秀山引进浙江心
怡科技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布局
西南地区枢纽云仓，日均处理食品、
生鲜类农副产品订单10万单；引进
中通、申通、韵达等物流快递企业在
秀山设立武陵山区快递分拨中心，
建成周边区县配送站 230 个；开通
秀山至贵州德江、湖北恩施、湖南玉
屏等 17 条武陵物流专线，严格“五
定”管理，实现区域物流快递的有效
集散和高效配送。

秀山还建成投用货运调度中心，
开通直达全国主要城市的物流快递专
线，融入全国物流体系；开通秀山至杭
州、广州、泉州等8条国内快递专线。

目前，秀山已形成了以周边配送
站为中心的50—100公里小配送圈；
以秀山为核心的300公里大物流圈，
辐射周边三省一市18个区县；以远距
离物流快递专线为主通道的全国物流
网络，成为破解两个物流“一公里”难
题的有效路径。

“我们将持续做优做强电商产业
链，巩固深化脱贫成果，使电商成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抓手。”县委负
责人介绍，下一步，秀山计划发展“电
商+”产业链，形成电商与特色农业、工
业、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城乡景融合
发展，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
质生活，使电商成为秀山的支柱产业
之一。

秀山电商产业助力精准脱贫

11月6日，秀山县隘口镇坝芒村，村民正在加工鲜黄金菊。该镇每年要为
安徽亳州等地的收购商完成15万斤鲜黄金菊的收购和加工订单。

璧山：社会监督员进企业
把关用药安全

11月 7日，在璧山区重庆桐君阁惠中医
药有限公司，一群特殊的“社会监督员”走进
了药品企业。来自该区老干局的30余名辖
区退休老干部，零距离参观了药品批发企业
药品库房规范化建设，见证了药品质量规范
化管理。

一行人先后进入该公司药品库房以及
直营药店，了解了药品采购、验收、存储、运
输、存列、销售、管理等情况。在参观过程
中，璧山区食药监分局执法人员结合参观
流程，现场讲授了老年人用药的基本常识、
多种药品同时服用时的注意事项，特别强
调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不能
宣传疾病治疗功效。同时，直营药店执业
药师现场解答了关于科学用药合理用药的
咨询。

“通过参观，了解哪些药品对我们老年
人有益、哪些有害，明白了科学用药的重要
性，所以药、保健品都不能乱吃，要对症下
药。”前来参观的退休老干部纷纷表示。

“通过组织退休老干部走进药品批发企
业活动，既增强了参观人员的药品知识和安
全用药意识，同时也能通过他们的切身感受
和参观所获向身边人群传播安全用药知识，
加深广大群众对假劣药危害性的认识，强化
从合法渠道购买药品的认知，增强自我保护
意识和能力。”璧山区食药监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铜梁：下乡赶集
安全用药宣传随行

10月 23日是铜梁区旧县街道的赶集
日。这一天，老百姓们除了收获新鲜蔬菜瓜
果，还听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堂”——药品
走进赶集日，了解用药安全知识，见证企业
签订安全用药承诺书，不少市民安了心。

在铜梁全区，不少乡镇至今仍保持着

“乡集市日”的习俗。针对这一情况，铜梁区
食药监分局抓住农村赶集日群众多且较为
集中的大好时机，通过悬挂宣传标语、设置
咨询台等方式，对广大消费者进行安全用
药、真假药鉴别、药品不良反应等方面的知
识宣传，并采用现场讲解等方式，向群众宣
传解读假劣药品、食物中毒等经典案例，现
场指导药品经营许可等申请流程，热情解答
有关保健品、药品等安全问题。

同时，联合旧县街道辖区47家药店、医
院、诊所、卫生站等药品经营单位负责人现
场进行安全用药承诺，在签字墙上签字承诺
自觉做到守法经营、落实主体责任、同不良
现象作斗争。

“赶集宣传活动贴近群众生活，通俗易
懂、直观形象，深受群众欢迎。”铜梁区食药
监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活动中不少群众
纷纷表示，希望以后多开展这样的宣传活
动，普及药品安全知识，提高农村百姓的药
品辨识和自保能力。

涪陵：学安全用药防药物滥用
药师走进课堂

什么是药物滥用？到底有什么危害？
如何鉴别新型毒品？……11月1日上午，一
位特殊的“教师”走进涪陵第一职业中学，为
300余名学生讲述安全用药的常识。

重庆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药物滥
用监测科科长赵蕾用各类滥用药物的真实
案例，向学生们强调了安全用药的必要性。
案例触目惊心，也警醒了大家，激起了大家
对“如何才能安全用药”的好奇心。接下来，
她更是深入浅出地从什么是药物滥用、认识
毒品、了解药物滥用的危害、如何预防药物
滥用4个方面向同学们讲解了药物滥用的危
害，增强安全用药意识。

“此次活动的主题是‘防止青少年学生
滥用药物’，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普及安全用
药知识，从学生群体出发倡导健康生活理

念。”据涪陵区食药监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安全用药进校园宣传活动是区食药监分局
开展的以“安全用药，共享健康”为主题的

“安全用药月”宣传活动之一，涪陵第一职业
中学只是第一站。

接下来，安全用药进校园宣传活动还来
到涪陵区职业教育中心，为该校的学生讲解
了相关知识。

垫江：突出企业责任
经营者现身说法

“大姐，你要经常注意家里药品的生产
保质日期，不要搞忘了。吃了过期药，那个
危害大哟！”“老人家，你莫怕说明书上标注
的不良反应，只要用药安全合理，对身体是
没有伤害的。”……10月30日，在垫江县中
心广场上，垫江县食药监分局组织相关工
作人员向前来咨询的群众答疑，不一会儿
就人头攒动，问答声一片。在这其中，一群
格外不同的解答员成为大多数群众关注的
重点。

据垫江县食药监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开展以“安全用药，共享健康”为主题的
安全用药月集中宣传活动，该县组织了县医
院、中医院、医药公司、惠民药房、红瑞乐邦
药房、宝瑜药房、天圣制药厂、芝草堂药业公
司等不少药品行业相关业企事业单位，为群
众答疑解惑。

“企业是责任主体，在创造财富价值的
同时，更需要实现好、维护好相关利益者的
利益，其中最重要的是保障消费者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
此活动中，县医药公司、惠民药房、天圣制药
厂、芝草堂药业公司等相关企业承担着重要
职责，结合企业自身生产经营实际，将对市
民存在的盲目轻信进口药和高价药、对药品
不良反应认知模糊、混淆保健食品和药品等
常见误区进行梳理解读，向广大群众宣传安
全合理用药。

文/图 刘玉珮 龙博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开展2018年全国安全用药月活动的通知》有关要求，结合我市实际，连日来，我市各区县食药监管部门相继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安全用药知识宣传、真假药品鉴别展示等
活动，取得较好效果。

截至目前，全市共开展户外集中宣传活动480次，发放药品法律法规知识和用药安全知识宣传资料70万份，现场接受群众咨询25万人次，极大地增强了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让药品安全走进千家万户，形
成全民关注、人人参与药品安全的良好氛围，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好评。

我市安全用药月活动亮点纷呈

安全用药安全用药 共享健康共享健康

垫江开展“安全用药月”集中宣传活动

涪陵区“安全用药月”宣传进乡镇

11月6日，秀山奇秀食品产业园，生产车间内正在生产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
的手撕面包。 （本组图片均由记者齐岚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