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12日，第十八届西部农交会进入第二天，恰逢周末，结队前来逛展会、买年货的市民络绎不
绝。与前些年相比，展会上展出的我市本地农产品不仅品种越来越丰富，而且品质一年比一年高，“热
度”一年年提升。

●农交会上显现出这一变化，是重庆农业产业、农产品品牌这些年提质增效、不断扩大影响力的结
果，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重庆农业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为此，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部分参加农交会的市级、区县农业部门负责人，以及农业企业负责人，
通过他们的讲述，感受乡村振兴战略为重庆农业产业发展注入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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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西部农交会不但吸引了“一带一路”沿线更
多国家和地区展商参展，也为重庆农企“走出去”搭建
了平台。1月12日，第十八届西部农交会举行农业国
际合作对接洽谈会，来自孟加拉国、坦桑尼亚、老挝等
国的农业部门专家介绍了当地投资、营商环境，并与
我市100余家涉农企业进行了对接。洽谈会现场还签
订了一系列协议，其中，重庆中一种业有限公司将与
孟加拉国合作，选育以杂交水稻为主的水稻良种，在
孟加拉国进行生产推广。

联合育种，助孟加拉国水稻增产

孟加拉国ACI公司运营总监萨迪尔·钱德拉·纳
什介绍，水稻是孟加拉国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居
全球第四位。但由于气候、技术、品种等原因，水稻产
量并不高，因此提高水稻单产对于孟加拉国来说至关
重要。重庆中一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市农科院水稻
研究所所长钟世良介绍，近年来，重庆市农科院水稻
研究所与孟加拉国国家水稻研究所联合育种，为孟加
拉国筛选出具有推广价值的35个雨季品种和13个旱
季品种。其中，市农科院水稻研究所选育的SQR-6、
Q108、Q12已通过该国审定，并在孟加拉国全国范围
内推广，累计种植面积达到110万亩，水稻累计增产
12.5万吨。同时，重庆市农科院水稻研究所专家还指
导当地农业企业制种2100亩，带动周边1万余亩制种
基地的发展。当日，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后，双方将继
续在水稻、玉米等优质品种的科研、生产等方面进行
合作，同时还将在农产品加工领域开展合作，并带动
中方企业“抱团”到孟加拉国发展。

优质良种+重庆技术，带动坦桑尼亚
农业增收

重庆选育的杂交水稻良种，不仅走出国门帮助孟加
拉国水稻增产，也在坦桑尼亚实现了增产增收。钟世良
介绍，从2007年起，重庆中一种业有限公司便承担了中
国援助坦桑尼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建设任务，选派了
11名专家常驻示范中心，与坦桑尼亚农业专家开展水
稻、玉米、蔬菜等方面的技术合作，通过优质良种+重庆
技术，在当地实现了大面积增产，带动了当地农业增产
和农民增收。

重庆辣椒酱和榨菜在坦桑尼亚受欢迎

2018年11月，由重庆忠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投
资，依托示范中心建设的“中国农产品坦桑尼亚展示
中心”正式开馆，为重庆农产品及农业装备出口东非
市场提供了有效平台。钟世良告诉记者，该展示中心
开馆不过2个月，便有53家重庆企业签约入驻，1000
多种重庆农产品、农机入场参展。据了解，目前进入
展示中心的重庆农产品有火锅底料、豆瓣、花椒、辣椒
等调味品和桃片、皮蛋、米花糖等特色食品，以及重庆
本地企业生产的微耕机、脱粒机、小型打米机、水泵等
农业装备，都很受当地人喜爱。值得一提的是，展示
中心销量最高的是重庆企业生产的调味品，重庆辣椒
酱、榨菜等都很受坦桑尼亚老百姓欢迎。

“近年来，坦桑尼亚从重庆引入了大量农机，这不
但为当地农业发展节省了劳动力，也为当地农民降低
了生产成本。”坦桑尼亚农业部农业研究院达卡瓦中
心主任安德鲁·雅各布·恩格雷扎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此外，重庆选育的杂交水稻良种也帮助了坦桑尼亚农
民实现增产增收，希望下一步能与更多重庆农业企业
开展合作。

更多的重庆优质农产品将打入国际市场

洽谈会现场，中国茶海外展销中心神龙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与重庆云岭茶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忠事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与索马里农产品出口有限公司
（SAEL），老挝老中经贸促进会、中国茶海外展销中心
以及中国（重庆）农产品坦桑尼亚展销中心也分别签订
了合作协议。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杨宏介绍，通过西部农交
会这样的重大展会搭建国际对接平台，不但有利于重庆
优势农产品“走出去”，也将促进我市农业不断苦练内
功、提升品质。下一步，重庆将在基地建设、品牌培育、
农业龙头企业培育等方面着力，帮助更多的重庆优质农
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西部农交会举行农业国际
合作对接洽谈会——

重庆水稻良种
“出国”助农增收

本报记者 龙丹梅 实习生 吴志杰

韩瑞春已经连续18年参与西部农
交会的筹办，对于农交会每年有哪些
变化，他的感受是最深的。

“今年农交会变化最为显著。”韩
瑞春说，这说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一
年多来，系列政策措施的推进和落地，
已经开始显现成效，乡村振兴战略为
农业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我市优质农产品“百花齐放”

“首先，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在这
届农交会上，我市优质农产品百花齐
放。”韩瑞春说，此次我市参展商和参
展产品为历年之最，在参与展销的
6800余个“三品一标”和特色农、牧、
渔、林产品及深加工产品中，我市的产
品占比超过六成，为历年之最，与去年
比，增幅高达30%。

而这一切都与我市紧扣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念好“山字经”、做足“水文

章”，不断培育壮大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密不可分。

据介绍，一年多时间以来，我市柑
橘、榨菜、柠檬、生态畜牧、生态渔业、
茶叶、中药材、调味品、特色水果、特色
经济林等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产业发展
迅猛。2018年，山地特色高效产业面
积就新增159万亩，总面积达2000万
亩。以20个市级以上现代农业产业园
区为主要平台，农产品精深加工规模
不断壮大，2018年农产品加工产值同
比增长6%。

农产品品牌之路越走越宽

可以明显看到，在此次农交会我
市各区县展台里，公用品牌、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中华老字号、生态原产地产
品、有机食品认证等随处可见。韩瑞
春说，再加上我市不断强化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建成全程追溯点 2907

个，主要农产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
97%以上，这些都大大提升了市民对
我市农产品的信任度。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我市推
动农产品品牌发展的力度空前强大，
在市级层面，整体打造了“巴味渝珍”
区域公用品牌，汇聚了 32个区县的
832个企业品牌、1786款产品。

在区县层面，各地纷纷塑造和利
用潼南柠檬、天生云阳、源味石柱、巫
山脆李、奉节脐橙、涪陵龙眼荔枝等公
用品牌及地理标识，做大做强特色品
牌；在企业层面，我市则通过系列政策
措施，加快优质农产品的产出及产品
的各类权威认证。

截至目前，全市市级名牌农产品
达到437个，“三品一标”农产品达到
3662个，大批品牌响亮、品质过硬的农
产品不仅走进了我市千家万户，也不
断走向国内外市场。

智慧赋能为农业插上腾飞翅膀

多年前，很多市民参加西部农交
会还有这样的经历，进入展会要排队，
想要多购买商品还必须索要名片，而
今年，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式”。

“突出智慧办展是此次农交会的
又一亮点。”韩瑞春说，乘智博会之东
风，本届西部农交会综合应用智能识
别、微信、电商、视频监控、大数据等技
术，使展会的互动性、体验性、便捷性
更强。

而更重要的是，近年来，在生产端
方面，我市大力提升现代农业装备和
推进物联网技术应用。在销售端，鼓
励企业发展农产品电商，实施“十大品
牌农产品上京东行动”，培育涉农电商
企业近300家、网商2.5万余户，2018
年就实现农产品网络零售80亿元，同
比增长80%。

“所以，你要是觉得农交会现场购
买拿着麻烦，那就扫一扫商家的二维
码，在网上平台，一样能轻轻松松地购
买到相同的优质产品。”韩瑞春说。

乡村振兴为重庆农业产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从西部农交会看乡村振兴的力量
本报记者 王翔 左黎韵

柠檬如今是潼南农业当之无愧的
支柱产业。1月12日，在农交会潼南
展区，超过1/3的展台摆满了鲜柠檬和
各种柠檬精深加工产品，吸引了众多
市民驻足购买。“现在大家都晓得‘潼
南柠檬’，所以，我们专门来这看下到
底好不好。”一位市民这样告诉记者。

“潼南柠檬的种植历史悠久，但以
前一直没有自己的品牌。”潼南区农委
主任胡广健说，以前，潼南靠近安岳的
一些乡镇也发展了一些柠檬，但由于

产业规模小，没有完善的“产加销”产
业链，更没有自己的品牌，所以一直没
有发展壮大起来。后来，潼南陆续引
入了一些业主，发展柠檬种植基地，这
种情况才开始逐渐好转。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潼南
柠檬才真正踏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胡
广健说，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潼南
花大力气出台系列措施推动柠檬产业
发展，首先就是鉴于潼南柠檬知名度
不高的实际，推出了“潼南柠檬”公用

品牌。
同时，在生产基地上实行规范化

种植，引入了更多的规模种植业主，鼓
励企业开发创新更多柠檬精深加工产
品，做好柠檬公用品牌宣传，举办和参
与系列节会，以提升“潼南柠檬”知名
度和影响力。在这些措施的共同推动
下，潼南柠檬及精深加工产品的高品
质，被市民和客商广泛认同，“潼南柠
檬”公用品牌逐渐成为潼南农业的一
张新名片。

去年，利用西部农交会这一展销
平台，潼南柠檬的龙头企业汇达柠檬
就签下了多个订单，产品销售范围进
一步扩大。尝到甜头后，本届农交会，
潼南进一步加大了参会力度，展台规
模是去年的3倍，柠檬就占了1/3，还
在室外玻璃幕墙上打出了23×10米
的巨幅标语，提升“潼南柠檬”公用品
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而这样做的效果立竿见影，本届
农交会上，不仅前来展台咨询购买柠
檬产品的市民众多，在参展的第一天，
潼南的汇达柠檬就与一家“素不相识”
的俄罗斯企业签订了产销合同，让负
责展会的企业负责人笑得合不拢嘴。

“潼南柠檬”：做亮一个品牌，振兴一个产业

苕麻糖，又称“搅搅糖”，30年前
只卖5毛钱一根，是不少人童年的回
忆。1 月 12 日，重庆日报记者在西
部农交会巫山展台，又见到了一个
熟悉的卖苕麻糖的身影。他叫邱先
登，今年 34 岁，带着苕麻糖参展已
经是第三个年头。从2017年首次参
加西部农交会时，生怕连一瓶都卖不
出去的笨拙，到如今苕麻糖年销售额
上百万元，邱先登参加西部农交会的
这一经历，折射出有能力、能干事的

“新农人”正在为我市乡村振兴注入
新动能。

2015年，返乡创业的邱先登从街

头叫卖的苕麻糖中看到了商机，便与
他人合作，想以“童年回忆”为卖点，将
这种过去上不得台面的小零食卖到全
国去。产品开发出来后，一个月大约
只能卖几百斤。2017年1月，他带着
苕麻糖首次参加了第16届西部农交
会。当时，苕麻糖还没有注册品牌，包
装也很简陋，他拿着一根根木棍，陪着
笑脸让每一个来参展的人试吃。这次
参展经历让他收获了一些“粉丝”，也
有商家对苕麻糖感兴趣，但与农交会
其他产品相比，他的苕麻糖缺少品牌、
包装简陋、卖点单一。

第二年参展时，邱先登已为苕麻

糖注册了商标，还开发了苕皮糖等附
加产品，卖点也从单一的“儿时搅搅
糖”向“传统红薯、纯手工制作、不含
任何添加剂”等市民关心的卖点延
伸。这一年，他的订单比头一年翻
了一倍还多。这下，新问题来了：要
供应上这些订单，原料麻薯不够用
了。原来，生产苕麻糖的麻薯要求甜
度高、淀粉含量少，当时种植的农民
很少。

得知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后，邱先登觉得苕麻糖的机会
来了，他开始向农民下订单，让农民专
门为他种植所需的多糖麻薯。仅去年

一年，他便向巫山县龙溪镇的村民收
购了30多万斤多糖麻薯，带动了村里
60户村民种植麻薯增收。

以卖苕麻糖的经验为基础，邱先
登如今还销售巫山脆李、脐橙、高山洋
芋、香肠腊肉、鸡蛋、大米、蜂蜜、翡翠
凉粉等20多种农产品，公司一年销售
额达200余万元。巫山县的特色农产
品在他的努力下，知名度正在向全国
延伸。

今年参加农交会时，邱先登的苕
麻糖已换上了复古而有着“老时光”
韵味的包装，再加上年年参展积累的
知名度，仅两天就卖出2000多罐，还
接到一笔10万元的订单。“乡村振兴
给我的事业带来了机遇，我也将尽力
为家乡的振兴尽点绵薄之力。”邱先
登说。

新农人：把不起眼的苕麻糖每年卖出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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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农业国际合作
对接洽谈会现场，嘉宾发言。

记者 谢智强 实习生 林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