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 月 14 日 星期一
编辑 邱碧湘 美编 周宇5

聚焦第十八届聚焦第十八届

中国西部中国西部（（重庆重庆））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 实
习生 吴志杰）1月13日，第18届
西部农交会进入第3天。适逢周
末，前来抢购年货的市民也比头两
天明显增多。来自组委会的数据
显示：当日进场观众达14万人次，
展会现场销售额达1.3亿元人民
币。而农交会前3天，现场销售金
额累计已超3亿元，签订投资项目
协议金额超600亿元元。据悉，本
届西部农交会将于1月14日正式
闭幕，众多商家将打折促销，市民
还可前去采购年货。

13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展
场内到处人头攒动，各个展台前
都围满了前来采购年货的市民。
和往年一样，腊肉、香肠等年货仍
是市民采购的重头戏，场内外很
多展台都摆上了香肠腊肉，此外，
当季的水果柑橘、柚子等也很受
市民欢迎。

和头一天相比，不少参展商开
始提前甩货，不少土货价格都有优
惠，巫山纽荷尔买两件送一件小

果、巫溪土豆2元一斤……这些打
折的展台前都聚集了大量市民，不
少人还推来了小车拉货。

和往年相比，今年参展商品
中，“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
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
标志的统称）农产品数量明显增
多，价格也比普通农产品高得多，
但市民选购“三品一标”农产品的
热情相当高。

巫溪县展台前，一个个又黄
又大的蜜柚堆成了一座座小山，
这是巫溪金恒农业公司的主打产
品“峡郡蜜柚”，2018年获得了重
庆名牌农产品称号。尽管每个柚
子的价格在25—35元之间，但仍
被市民抢购一空。城口九重山实
业有限公司带来了一款野生核桃
油，公司负责人介绍，这款野生核
桃油的原材料是海拔1800米高山
上的野生核桃，该产品也获得了有
机食品认证和原生态产地产品认
证，尽管价格280元一瓶，仍有不
少人感兴趣。

农交会前3天现场销售总额超3亿元

今日闭幕 众多商家将打折促销

重庆深度贫困乡镇特色农产品
展区，是此次西部农交会六大展区之
一，聚集了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
的特色农产品，受到市民的普遍关
注。

市扶贫办资料显示，2017年下
半年以来，18个深度贫困乡镇大力发
展特色高效农林经济作物，有12个
乡镇的经济作物占比已超过50%。
与之同时，这些乡镇加快发展农产品
加工业，拓展深化农业功能，促进农
文旅、产加销一体化发展，新增发展
森林人家165家，培育发展特色经济
林基地近5万亩。

此次西部农交会，既让18个深
度贫困乡镇集中展示了产业发展成
果，又让他们在横向比较中发现了差
距和不足。连日来，相关乡镇、龙头
企业负责人向重庆日报记者谈起了
他们的所感所想。

晒成效：特色产品倍受欢迎

1月11日下午两点，万州区龙驹
镇展台挤满了前来采购的市民。大
半天后，该镇党委委员周伟发现，尽

管展会还有三天多时间，但他们的存
货已然不多。

龙驹镇的特色产品是绿壳鸡蛋、
黑木耳和花椒，尤以2元/枚的绿壳鸡
蛋最受欢迎。周伟说，该镇玉合村采
取“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发展
了3000多只蛋鸡，贫困户养100只
鸡，一年能增收近4万元。

在巫溪县红池坝镇展台，一针一
线纳的千层底布鞋和手工刺绣的鞋
垫很是俏销。带队的红池坝镇副镇
长刘琦介绍，这些鞋垫和布鞋来自巫
溪县就业扶贫车间“宁河绣娘”，在车
间就业的大多是当地贫困户。

绣娘们手工制作的千层底布鞋，
鞋底韧性足又耐穿，鞋帮柔软而不伤
脚。这样一双鞋的价格为300元，却
依然受到市民的欢迎。

城口县沿河乡展台的“城口提绳
儿”，因其新颖的包装吸引了许多人
的目光。“‘城口提绳儿’其实是城口
方言，指的是亲朋好友间馈赠的礼
品。”重庆花千源蜂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郑勇介绍，他们从农户那里获得创
意后，便设计了以麻布为包装，以麻

绳为提袋的“城口提绳儿”，里边装上
从贫困户手中收购来的蜂蜜、腊肉、
菌菇等有机农林特产，每袋价格199
元，去年一年已卖出5万多袋。传统
山货卖出了好价钱，这让许多农户感
到惊喜。

找差距：酒香也怕巷子深

但记者打探发现，并非所有深度
贫困乡镇的农特产品都卖得好。

彭水县三义乡的特色产品珍珠
鸡和蜂蜜，销售情况便不太理想。珍
珠鸡品质上佳，喂的是中药材、蔬菜
和玉米，散养400余天才出栏，但因
为定价为220元/只，所以买的人并
不多。

该乡的蜂蜜也面临着同样的情
况。尽管这蜂蜜是纯天然食品，但因
为定价达到150元/斤，一天多时间
仅卖出了10多斤。

巫溪县天元乡驻村工作队员、县
农委农能环保站站长冯军感叹：“你
看我们的包装，只有商品名称，没有
把纯天然、无公害这些最突出的亮点
做上去，因而在众多农产品中就显得

普通了。”
巫山县双龙镇农服中心主任罗

永彦则表示，尽管乡里的纽荷尔、板
栗、核桃、羊肉等特色产业已渐成规
模，但老百姓自销还是有难度，“希望
通过农交会进一步提高产品的知名
度，帮助贫困户增收。”

谈未来：继续壮大扶贫产业

虽然有些小小的挫折，但深度贫
困乡镇的参展者们并没有气馁。受
访者均表示，要在全市脱贫攻坚决战
决胜当下，继续壮大扶贫产业，强化利
益联结机制，带动更多人增收致富。

“今年，我们准备在彭水县三义
乡和大垭乡两个深度贫困乡镇发展
中蜂5000群以上，并通过合理的利
益分配机制，激发老百姓的养蜂积极
性，带动更多村民增收。”彭水的重
庆子高中蜂蜜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
介绍。

丰都县三建乡农服中心主任毛
政军表示，三建乡去年引导村民栽植
了7500亩雷竹，“今年的任务就是做
好管护。”雷竹亩产能达4000斤左
右，一户村民只要种植两亩雷竹，年
收益便有望达到1.6万元。

奉节县平安乡有关负责人则表
示，将继续通过“土地入股分红+金
融扶贫+劳务收入+公司保底回收
鲜叶”的模式带动农户发展豆腐柴
产业。

18个深度贫困乡镇齐齐亮相农交会
农产品“进城”有喜有忧，但相关人士说得最多的还是希望

本报记者 颜安

和往年相比，本届西部农交会一
个显著变化就是：一批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集中亮相，站在了农交会的舞
台中央。

1月13日，重庆日报记者在西部
农交会上获悉，我市近两年才兴起的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已在推动特色
农业高质量发展上发挥出重要引领
作用。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成为新风景线

记者在西部农交会现场看到，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占据了农交会展
览中心最醒目的位置。

一进入展览中心大门，迎面而来
的就是市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巴
味渝珍”的展厅。展厅展出的农产品
实物虽然不多，但四面墙壁上都挂满
了授权使用企业的二维码，市民扫码
进入，就可进行线上购买。这个
2018年8月才投入运营的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现已授权272家企业的
425个产品使用。

紧随其后的是云阳展厅，该县在
展厅的各个醒目位置都打上“天生云
阳”四字，参展29个企业的38个产
品，全部印有该县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天生云阳”的 LOGO 标志。于
2017年2月通过国家工商总局商标
注册的“天生云阳”品牌，也是我市首
个农业区域性公用品牌，全国首个全
产业、全品类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

在农交会现场，类似“天生云阳”
这样的全产业、全品类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还有江津区的“一江津彩”、
渝北区的“渝北乡愁”、黔江区的“山
韵黔江”、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源味
石柱”等。

另外，农交会现场还可以看到大

量以单一产业命名的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如“奉节脐橙”“涪陵榨菜”

“荣昌猪”“永川秀芽”“潼南柠檬”“巫
山脆李”“石柱黄连”“江津花椒”“南
川米”“丰都牛肉”等。

争奇斗艳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成为本届西部农交会一道新的风
景线。

农业工作重心由生产端
向市场端调整

西部农交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么
多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这是我市结合自身实际深入推
进农业结构性供给侧改革的结果！”
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陈勇告诉记者，
重庆集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拥有
地理多样、物产丰富的优势，也有农
业产业规模小、品牌影响力弱的劣
势。很多农村地区都是“巴掌田”“鸡
窝田”，致使农业品类多而小、品牌多
而小。

2016年，市农业农村委在推进
农业结构性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对重
庆农产品的现状、问题开展了一次大
规模调研，2017年又邀请浙江大学
CARD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对重
庆农业品牌建设专门作出规划。自
此以后，我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进
入快速发展阶段。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与企业品
牌有着本质的不同！”陈勇说，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由政府背书，区域内相
关机构、企业、农户等共同使用，是新
时期农业发展思路的重大调整，是农
业公共服务的重大创新。

在过去，市、区县农业部门的工
作重心在生产端，所提供公共服务多
以标准化、基地建设等为主。而推进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是农业工
作重心向市场端调整转移，是顺应农

业结构性供给侧改革而开展的新的
公共服务。

他说，我市过去的农业品牌就像
散落的珍珠，建设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就是把这些珍珠串起来，助力区
域农产品闯市场、帮扶农企产品创品
牌，走出一条绿色兴农、质量兴农、品
牌强农之路。

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
注入强大动能

记者现场采访发现，我市在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上虽然还处于
起步阶段，但已为推进特色农业高质
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能”。

云阳县鑫涛菊花种植股份合作
社冉秀清告诉记者，他们采取“合作
社+农户”的方式种了1000多亩菊
花，推出8种菊花茶产品，还顺带开
展乡村旅游服务。2017年，合作社
实现销售1000万元，2018年就突破
了1500万元。

她认为，合作社的快速发展得益
于“天生云阳”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的带动。2018年，“天生云阳”在全
国各地建立了包括实体店、宣传店在
内的100家直营店，不仅帮她开拓了
销售渠道，产品附加值也随着“天生
云阳”品牌影响力的扩大而“水涨船
高”，过去卖27元一盒的普通菊花
茶，现在已卖到30元一盒。

记者在云阳厅采访获悉，这种现
象在“天生云阳”各授权企业普遍存
在，“云阳小面”“王茂生桃片糕”“泥
溪黑木耳”等过去名不见经传的农产
品，现在都成了畅销品。“天生云阳”
品牌管理办公室主任代云国告诉记
者，2017年，“天生云阳”品牌授权企
业的销售总额是19亿元，2018年已
增至29亿元。

永川玉琳茶叶公司负责人告诉

记者，过去两年时间，永川区政府大
力打造“永川秀芽”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使企业产品销售、售价均实现
快速增长。这两年，永川组织茶企参
加各种展会展销、品牌评选、品牌营
销活动。2017年，“永川秀芽”获评

“中国优秀茶叶区域公用品牌”，该公
司生产的“云升”牌永川秀芽也在
2018 年先后荣获重庆市第十二届

“三峡杯”绿茶类名茶金奖、重庆市十
佳茶叶产品及第二届中国国际茶叶
博览会金奖。

这些做法也促进了永川茶产业
的快速发展。过去两年，永川新增2
万多亩标准化茶园，全区的茶叶种植
面积由2016年的7万亩增加到2018
年的9万多亩，茶叶总产值2016年的
5亿元增至2018年的7亿多元。

通过打造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我市农产品品牌影响力近年得到快
速提升，涪陵青菜头、荣昌猪、奉节脐
橙等特色农产品区县获得农业农村
部首批“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认
定。潼南柠檬、江津花椒、巫山脆李、
南川方竹笋等20个特色农产品区县
被认定为第一批“重庆市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涪陵榨菜、奉节脐橙、荣昌
猪、永川秀芽、巫山脆李等区域品牌
溢价逐年升高，2018年品牌价值分
别达到147.32亿元、28.74亿元、27.7
亿元、18.65亿元、13.34亿元。2018
年，奉节脐橙、涪陵榨菜、荣昌猪还入
选了全国“100个农产品品牌名单”。

陈勇表示，2019年，市农业农村
委将继续强化品牌培育，大力推进品
牌整合，做实品牌营销，强化品牌引
领。将“巴味渝珍”打造成全国知名
的省级区域公用品牌，打造出全国知
名的5-10个区县级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10-20个企业产品品牌，促进
重庆品牌农产品美誉度不断提升。

奉节脐橙、涪陵榨菜、永川秀芽、巫山脆李、荣昌猪……

重庆农产品区域品牌影响力快速提升
本报记者 周雨

第十八届西部农交会上，有一
串串亮眼的数据值得关注：开幕当
天7.8万名市民进场“扫货”，较去
年多了 5000 人；首日现场销售额
9000 万元，签订了 50.2 亿元的购
销合同，项目总投资额达 611 亿
元……这些数据，无一不说明了
此次西部农交会的“火爆”。

西部农交会的“火爆”，体现在
琳琅满目的农产品热销上，体现在
不断提升的农产品品质上，体现在
智慧化的场景中。

比如，此次展销的“三品一标”
和特色农、牧、渔、林产品及深加工
产品达 6800 余个，其中我市的产
品占比超过六成，为历年之最；此
次展会专门设立了区域公用品牌
展区，加大品牌宣传力度，创新品
牌营销方式；展会中“一县一码，一
企一码，一品一码”线上扫码与线
下相结合的购物方式，引得消费者
驻足观望。

西部农交会的“火爆”状况，映
照出重庆乡村振兴的现实成果。

农产品的畅销，得益于我市坚持产
业振兴，创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农
产品品质的提升，说明我市在念好

“山字经”，打好“特色牌”方面，下
足了功夫，取得了成效。智慧化的
场景，是我市为乡村振兴插上“智
慧”翅膀的有益尝试，是大势所趋，
也是未来希望所在。

西部农交会是展示乡村振兴
的一扇窗口。如今的重庆，正致力
于做强开放平台，汇聚八方智慧，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像西部
农交会这样的大型平台，正是我市
进一步利用市场力量，推动大批品
牌响亮、品质过硬农产品走进千家
万户，走向国内外市场的成功探
索。

“火爆”之后，我们更要思考
“后劲”。要以西部农交会为契机，
全面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
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
兴，在改革创新上精准发力，在营
造“近悦远来”环境上精准发力，在
统筹“三生”空间上精准发力，在

“重心下沉”上精准发力，让乡村振
兴结出更多硕果。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展示乡村振兴的一扇窗口
张燕

本报讯 （记者 颜安）1月
12日，新疆阿拉尔市不远千里来
渝，借助第十八届西部农交会平台
推介其农产品品牌和农业产业化
项目，寻求合作机会。

阿拉尔市素有“南疆明珠”“塞
外江南”等称号，其与吉尔吉斯斯

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接
壤，与巴基斯坦和印度临近，有着
较丰富的边境口岸和边贸资源，是

“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城市。
近年来，阿拉尔市的林果业高速发
展，苹果、香梨、红枣、核桃等各类
果品总产量达到7.9万吨/年。

“南疆明珠”阿拉尔市来渝寻求合作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这
土豆蘸辣椒酱味道好！能邮寄到
深圳么？我下月回香港时顺道去
提货。”1月13日，西部农交会第
三天，一位来自香港的客商在品尝
巫山土豆坨坨蘸辣椒酱后赞不绝
口，当即订购了100盒土豆和200
瓶辣椒酱。

土豆蘸辣椒酱本是巫山农家
传统食品，经过改良升级，这道大
巴山的“土”味美食却在农交会上
得到了许多外地客商的青睐，除
了香港，还销往北京、上海、广州

等地。
“单一销售土豆经济效益低，

所以，我想到了‘捆绑’辣椒酱进行
组合销售。”参展商唐永珍告诉记
者，她的辣椒酱是按照祖传配方，
纯手工制作而成。为了迎合各地
客商口味，她共推出了麻辣、微甜、
山胡椒、稀广椒、胡豆瓣、老坛豆豉
六种味道，而其中又以稀广椒口味
最受欢迎。

截至昨日，唐永珍在农交会期
间已经接到20多笔订单，订单总
额达40余万元。

当土豆遇上辣椒 港商连声赞“好”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1月12日，记者从
市农投集团获悉，该集团推出的

“良品行动”在西部农交会上获得
关注，该行动不仅将打通绿色农产
品到餐桌的“最后一公里”，还可为
贫困地区培育农业品牌。

据介绍，“良品行动”旨在通
过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产
业孵化、培育，品牌打造、传播，市

场培育、拓展”一体化，孵化打造
一批品牌农产品，实现优良农产
品增值、农户增收，让绿水青山真
正成为金山银山。同时，通过品
牌背书的形式，“农投良品”集成
集约了集团内外、垦区内外的优
质产品、资源，打通产品上餐桌
前的“最后一公里”，为广大市民
提供放心选购优质农产品的综合
平台。

农投“良品”为贫困地区培育农业品牌

●过去，市、区县农

业部门的工作重心在生
产端，所提供公共服务
多以标准化、基地建设
等为主。而推进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是
农业工作重心向市场端
调整转移，是顺应农业
结构性供给侧改革而开
展的新的公共服务

●我市过去的农业

品牌就像散落的珍珠，
建设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就是把这些珍珠串
起来，助力区域农产品
闯市场、帮扶农企产品
创品牌，走出一条绿色
兴农、质量兴农、品牌强
农之路

1月13日，西部农交会现场，市民前来选购年货。 记者 万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