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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到江
津区广兴镇沿河村买了12棵枳壳树，连
根带土一起拉走，每棵出价1500元，此
事在当地引起轰动。广兴镇党委、政府
在获知这一事情后立即着手调查，从而
发现了一条乡村产业振兴路子——发
展枳壳产业。

11月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广兴镇
政府获悉，今年以来，该镇已采用组建
股份制合作社、引进业主的方式，发展
起了500多亩标准化枳壳种植园。

主要药用成分含量比国家
标准高出近一倍

据沿河村村支部书记何春回忆，上
海市药材有限公司来该村买枳壳树的
事情发生在今年3月，是该药企自己联
系村民购买的。因为一棵树给出1500
元高价，村民卖树的积极性都很高。

“你们为什么跑这么远过来买树？”
何春感到非常好奇，找到药企的工人问
个究竟。

“我们是要把这些树栽到我们厂里
的！”药企的一名技术员告诉何春，沿河
村生产的枳壳在全国药用价值较高，他
们将这些树移栽到厂里，一来用作药物
研究，二来用作广告宣传，向客商作实
物展示。

据这名技术员介绍，自2014年以
来，他们药企对全国数十个枳壳产区
进行了取样检验，沿河村是其中之一。
检验结果发现，该村枳壳的主要药用
成分——含柚皮苷、新橙皮苷含量是检
验样品中最高的。

在何春的一再请求之下，他从上海
市药材有限公司拿到了这份签发于
2015年8月11日的检验报告。报告表
明，该村枳壳的含柚皮苷、新橙皮苷含
量分别达到7.9%、5.6%，比国家4.0%、
3.0%的药用标准均高出近一倍。而含
柚皮苷、新橙皮苷在抗氧化、降血脂、抗
动脉粥样硬化等方面具有显著功效。

何春及时将相关情况向镇里进行
了汇报。

广兴在清代已是枳壳成林

广兴镇党委书记敖国、镇长李林峰
在获知这些消息后，决定探明究竟。

他们在《江津县志·柑桔志》中发
现，广兴枳壳其实早负盛名。该书记
载：“江津县栽培酸橙（枳壳）始于明代，
以广兴场栽培最早。至清代已是枳壳
成林，远销海外。广兴出产的枳壳气味
浓烈、药效显著，被清代商家、医家誉为

‘江津枳壳’。”
他们在走访村民中发现，沿河村种

植枳壳的历史悠久，曾有集中成片、面
积达数百亩的枳壳种植基地。上世纪
80年代后，随着人们对红橘等水果需求
量的大增，村民纷纷改种经济效益更高
的红橘。

即便如此，沿河村至今还保留了数
百棵树龄50年以上的枳壳树，树龄100
年以上的枳壳树也有好几棵。该村至
今也还保留有刘成志等少数几户枳壳
专业户，每年每户约有数万元销售收
入。

重庆市农委和江津区农委的专家
认为，广兴以油砂土为主，且形成有独
特的綦河小气候，适合发展枳壳产业。
另外，枳壳大小果实都可作为药用，烘
干后耐储存，枳壳树几十年都不需换
种，管理粗放，管理成本低，收入稳定，
适合大规模发展。

因地制宜发展枳壳产业

原来小小枳壳竟然是“宝”，何不因
地制宜发展枳壳产业？

明确思路后，广兴镇党委、政府采
用组建股份制合作社、引进业主等方式
启动标准园建设。一是指导沿河村成
立了广沿果蔬专业股份合作社，至今已
吸引10多户村民加入。目前，该合作社
已注册“津枳壳”商标，并在上月完成了
200亩枳壳标准园建设。二是引入江津
区殿秋中药材种植家庭农场，今年已建
成300多亩枳壳种植基地。

另外，广兴镇还与上海市药材有
限公司、都江堰申都中药有限公司达
成长期战略合作协议，由公司提供相
关种植技术，并对标准园的枳壳成品
按不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进行订单式收
购，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
发展模式。

敖国表示，他们还将在土地整治、
种苗补助、农机补贴等方面积极争取
项目与资金支持，力争用 3至 5年时
间，形成5000亩以上的标准化枳壳基
地，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重要产业支
撑。

上海药企为何千里迢迢来这个村买树
“搞懂原因”后,江津区广兴镇因地制宜发展起枳壳产业

本报记者 周雨

“冉老辈子，这是你上次卖辣椒的钱。”
“柯大哥，这是你要的卫生纸、大米和菜油。”
……
11月12日早上8点，一辆白色面包车开进了巫溪县天

星乡寒峰村，为村民们送来他们需要的日用品，再帮他们把
要出售的粮食、蔬菜运出大山。

原来，这是巫溪县纪委驻村工作队为寒峰村购买的“扶
贫专车”，这辆车每逢周一、周四定时运行，可谓基层扶贫专
线“公交车”。

寒峰村位于大巴山深处，全村118户374人中，就有69
户、240人是贫困户，是巫溪县深度贫困村之一。当地山高
坡陡，村民居住分散，尽管村里道路已经硬化，但由于山路崎
岖，加上在家的村民多以老弱妇孺为主，出门赶个场、卖个菜
都十分不易。

为了帮助村民将土鸡、山羊、蜂蜜等农产品销往山外，同
时满足大伙儿对日用品的需求，今年9月，巫溪县纪委驻寒
峰村扶贫工作队3名队员陈洪森、杨树军、余永松自筹1.5万
元，买了辆运行状况良好的二手面包车，当起了寒峰村的“扶
贫专车”。

为了让大伙儿都知道扶贫专车的用途，他们特意在车辆引
擎盖上用醒目红色油漆刷了“精准扶贫”4个大字，左侧车门刷
着“勤走访 细帮扶”暖心标语，与右侧车门上的“扶真贫 真扶
贫”六个大字遥相对应。

由于驻村工作事务繁多，3人将“扶贫专车”的发车时间
定为每周一和周四，村民们可提前向工作队员下“订单”，托
他们代购日常生活必需品。如果村民有农产品需要运到指
定的收购点，也可提前打电话，让“扶贫专车”跑一趟。

一组贫困户柯昌福家养了40多只土鸡，每月产蛋500多
个。过去，夫妻俩只能步行到宁万路，再乘公交车到县城出
售，来去需要一天时间。土鸡蛋放得太久，也因新鲜度不够卖
不出好价钱。如今，“扶贫专车”每周帮柯昌福家进城卖一次
土鸡蛋，两口子省下了卖蛋的时间，专心在家发展产业致富。

二组村民冉崇喜夫妻种了4亩辣椒，因不会骑农用三
轮，每次辣椒采摘时，只能肩挑背扛背到收购处去卖，来回得
走上1个小时不说，每次只能背50斤。遇到哪天采摘的辣
椒多，他得从早背到晚。现在，他托“扶贫专车”卖辣椒，一车
就能拉走他平时背上一天的量，老两口十分高兴。

有了“扶贫专车”，除了帮村民购买米、油等日用品外，一
些在村里不好买的小物件如今也能进村了。村民颜永祥买
闹钟、王自炳买药品、冉崇朝买水龙头，都托工作队员开专车
进城购买。

不仅如此，车上还装有扶贫政策宣传“小喇叭”，在服务
村民的同时，开展惠民政策广播宣传，党的政策就跟着扶贫
专车一起进村啦。

据了解，寒峰村扶贫专车运行两个月以来，已免费为村
民代售价值5000余元的农产品，代购价值3000余元的生活
用品，为贫困群众节约出行费用1000余元。

大山深处的贫困村
有了“扶贫专车”

本报记者 龙丹梅

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重庆日
报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11月8日
至9日，“成渝轴线区（市）县协同发展
联盟2018年年会”在成都市龙泉驿区
举行。会上，各联盟成员单位在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
领域共形成了29个合作项目，为联盟
多领域、深层次、高水平合作奠定了坚
实基础。

为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积极抢抓新一
轮西部大开发战略机遇，深入实施《成
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加快推动成渝相
向发展，成渝北翼、南翼和中部三条发
展走廊沿线12个区（市）县自愿组成“成
渝轴线区（市）县协同发展联盟”（以下

简称成渝轴线联盟）。
市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成

渝轴线各区（市）县地脉相接、人缘相
亲、市场相融、产业相连，拥有源远流长
的合作历史和坚实雄厚的合作基础，在
产业协同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
态环境联防共治等各方面拥有深化合
作的强烈愿望和共同诉求。另一方面，
成渝轴线区域是支撑成渝城市群发展
的“脊梁”，是助推“一带一路”倡议、长

江经济带、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实施
的重要承载地。成渝轴线联盟的成立，
将进一步深化成渝轴线区（市）县产业
发展、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社会事业等
领域合作共赢，着力探索建立区域协调
发展新机制。

在年会上，重庆市永川区、大足区、
璧山区、铜梁区、潼南区、荣昌区，四川
省成都市龙泉驿区、简阳市、遂宁市安
居区、隆昌市、安岳县、乐至县共12个区

（市）县相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以及区
域合作、产业发展等领域专家学者围绕

“共谋、共创、共享，推动成渝轴线协同
发展”主题，开展了专家报告、圆桌会
议、签约仪式、风采展示等活动，通过了
《成渝轴线区（市）县协同发展联盟章
程》，形成了《成渝轴线区（市）县协同发
展联盟龙泉驿共识》，共同签署了《成渝
轴线区（市）县协同发展联盟战略合作
协议》。

成渝轴线联盟共谋一体化发展
初步形成29个合作项目

11月12日，汽车行驶在万盛南门
乡村公路上，乡村景色美不胜收。

近年来，万盛经开区大力推进美丽
乡村和“四好农村路”建设，把公路修到
农户家门口，将 20 余个乡村旅游景点
串连起来，实现路与路、路与景、景与景
的无缝衔接。同时，引导农户依托地域
特点开发特色旅游，通过乡村游促进农
户增收。目前，全区共修建扶贫路约
150 公里，发展农家乐、民宿等 500 余
家，7个国家级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

特约摄影 曹永龙

扶贫公路
修到农户家门口

11月12日，进村后的“扶贫专车”正在装载村民的农产
品。 通讯员 谢道玖 摄

初冬，走进南川区大观镇金龙
村，古树婆娑，溪水潺潺，灰瓦白墙的
农家小院错落有致，优美整洁的环境
使这里成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引来
外地游客驻足参观。曾经“脏乱差”
的金龙村，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全国
生态宜居村庄。这只是南川区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一个缩影。

近两年，该区针对垃圾靠风刮、
畜禽粪便污水横流、村容村貌差等农
村环境老大难问题，因地制宜探索出
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村向镇拓展
的治理体系，并通过“三化”、“四清”、

“五改”等整治措施，让村庄扮靓颜值
提升气质，留住美丽乡愁。

环境之变
从旧习难改到清洁之家

“虽然房子修得没有别人的漂
亮，家具也没有几件，但我们收拾得
干净整洁，住着舒服。”上个月，金龙
村村民王道纯一家上了社里的清洁
光荣榜，一家人都十分高兴，“这个月
再加把油，我们准能被评为最清洁
户。”

不过，一年前，王道纯家还是全
村的清洁卫生“困难户”。“大半辈子
都把垃圾扔在院坝坎下，现在要我
改，那不得行。”从前，王道纯和老伴
一提到改习惯，心里总是不大乐意。
像王道纯老两口这样抵触环境整治

的村民不占少数。
乡村振兴，生态振兴是关键。为

了帮助村民养成良好的清洁卫生习
惯，村里决定将垃圾整治和畜禽粪
污、村容村貌等结合起来，展开系统
环境整治。通过召开党员干部会、村
民院坝会及村干部入户宣讲等方式，
提高村民思想上的认识。同时针对群
众文明习惯改变难、思想接受慢实际
情况，镇村社建立起三级网格治理体
系，并与农户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

村里配套建立垃圾收运、垃圾分
类及积分奖补机制，即村民将可回收
垃圾交收运员登记，集满一袋记一
分，每季度累计分数换取肥皂、扫帚
等生活用品。为更好宣传环境整治
的重要性，乡村广播“金龙之声”还定
期实名播报村民不文明行为，督促大
家养成良好的生产生活习惯。

“我们正在按照生态振兴的要
求，主要从清垃圾、清污水、清庭院、
清残垣断壁‘四清’，改水、改厕、改
路、改圈、改厨‘五改’，规范垃圾分
类、规范群众卫生行为习惯、规范建
设长效机制‘三化’三个方面，推动乡
村实现‘田园美、村庄美、生活美’。”
南川区农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观念之变
从漠不关心到主动参与

“罗支书，我申请将自家门前的

空地改成绿化带，要得不？”
“要得啊，没得土地赔偿哟。”
“我不要赔偿，现在村头家家户

户屋门口都有绿化带，我这块土坝坝
‘不合群’，看起不舒服。”

快一年过去了，朱家院子村民朱
明生的主动申请让村支书罗春兰记
忆犹新。

其实，在启动人居环境整改时，
老朱在内的村民并不配合。“我告诉
他们改善人居环境政府要出资，村民
不需出一分钱，但许多人不相信。”罗
春兰回忆说。

但是，52岁的老党员丁优福站

了出来，主动拿出屋后8分多地建村
活动广场。不仅如此，他还和村民扛
河沙、和水泥、铺地砖，一起参加与建
设，不到半个月，活动广场就建好了。

随后，社长朱明寿拿出院坝前的
田地修建污水处理池。整个大院子
的生活污水通过管道流入处理池，再
经过“厌氧＋人工湿地”处理后，排入
河流中，过去的“臭水沟”、“臭水凼”
消失了。

看到了整改效果，大家动心了。
村民陆续响应，许多人主动找到罗春
兰，答应配合参加环境整治，这才有
了上面发生的那一幕。

“小家美了，大家更需要我们共
同维护。”朱明生还有了一个新身
份——金龙村清洁家园志愿服务队
成员，只要道路边、广场上、公共区域
有人乱扔果皮纸屑，他都会上前提
醒，劝诫不文明行为。渐渐地，大家
的不良生活习惯改变了，家家户户厨
房厕所整洁无味、农具家什摆放规
范、庭院绿化美观清爽。“环境好，我
们觉得很有面子。”朱明生说。

南川区农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了让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长效化，
激发村民的积极性、参与性，各村
（居)因地制宜成立了以乡贤、老党
员、老干部、群众等为骨干的环境管
护志愿服务队，进行义务监督和义
务管理。

精神之变
从缺乏活力到干劲十足

环境变化后的金龙村生机勃勃，
充满活力。

60多岁的王道纯变得精神十
足。以前，老王穿衣打扮“不讲究”，不
受人待见，现在出门前还要打扮一番，
衣服干净整洁不说，整个人都有了精
神；过去吃完早饭后，他四处游荡到镇
里打牌，现在牌也戒了，每天都要做清
洁，然后到村里转转，和其他村民拉拉
家常。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老王一
有空还会找罗春兰要“项目”，主动提

出要打零工赚零花钱。
55岁的罗家容也变了。罗大姐

一有空就到村委会门前的小广场跳
坝坝舞。在她的带动下，现在村里成
立了2支舞蹈队，每年元旦、春节她
们还会被邀请为大伙表演节目。

人居环境的美化，还唤回更多村
民干事创业激情。

在北京打工多年的邓孝容夫妻
俩看着环境的改善，回到村里建了一
个300平方米的农家乐，吃上了“旅
游饭”。每逢阳光灿烂的天气，邓孝
容农家乐院坝里停靠的车辆都要

“满”到马路上。
“目前，村里通过人居环境整治

和田园综合体的建设，合理打造农旅
融合项目，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逐步构建吃、住、行、游、乐、购、娱
的生态绿色产业链，帮助村民增收。”
罗春兰介绍说。

罗春兰还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转
变：群众开始主动积极“找上门”来，
问政策、问项目、提建议、说想法，就
算没有事情，也可以说说笑笑地摆龙
门阵。“大家都是想把我们这个村变
得更好，有了这个基础，村干部开展
工作顺畅多了。”罗春兰说。

现在的金龙村环境靓了，民心齐
了，村民爱美了，外来客多了，勤劳致
富的声音越来越响了。

乔筱
图片由南川区农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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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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