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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及乡邻
民营经济在行动
“得益于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江小

白走出了传统产业升级的新道路。如何
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反哺社会，是我们一
直思索的问题。”陶石泉说，江小白成功跻
身于全国化量级企业，离不开重庆独特的
自然禀赋和城市文化。

据《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2017年重庆市外出人口达482.31
万。以3390万的户籍人口数计算，每7
个重庆人就有1个外出打工。

为返乡人员提供就业机会，春节期
间，在重庆市内50个轻轨站的180块灯
箱、10条高速公路的90块广告牌、火车北
站的82块广告牌上，江记酒庄都铺上了

“年年想家，不如天天回家”的招聘广告，
基本覆盖了返乡群众的回家之路。

陶石泉在自己的朋友圈写道：我们今
年的小目标是增加1000个就业岗位，解
决500个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社会问
题。为返乡人员提供就近工作的机会，是
第一步。

此举得到了重庆许多民营企业家的
点赞。猪八戒、嫩绿茶、九锅一堂、茶语
网、土火火锅、李子坝梁山鸡等6家重庆
企业，也一并加入了该招聘活动，招聘岗
位涉及互联网、服务业、种植业等多个领
域。他们计划在春节期间一起行动，把人
才留在重庆，一起解决留守儿童、空巢老
人等社会问题。

目前，江记酒庄已收到近千份人才档
案，大多数是本土返乡人员。“我们会继续
积极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推动产业集群
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为区域经
济发展贡献一分力量。”陶石泉说。

春运返乡潮渐入高峰。1月27日，重庆
日报记者走访重庆火车北站发现，不少返乡
者在扫描站内广告牌上的二维码，并转发上
面的消息。

“年年想家，不如天天回家。”在重庆北站
核心地段，随处可见这则广告。扫描其上的
二维码后，便会进入重庆江小白酒业有限公
司的招聘页面，提供普工、车间班长、技术员
等岗位，薪资待遇4300元起。

江小白酒业宣称，2019年将增加1000个
岗位，其中约有900个岗位在江津白沙镇的两
个生产基地——江记酒庄及驴溪酒厂。

如此大规模的扩招，江小白有何底气？记者
跟随江津区返乡人员的脚步，探访了江记酒庄。

江小白江小白10001000个岗位个岗位
助力返乡就业助力返乡就业
本报记者 杨艺

年轻人为何愿意选择江记酒庄？
重庆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得知，他们认为

这里薪资不错，而且江小白在全国各地也有
名气。他们都曾在外地看到、喝到江小白，

“这是家乡的酒，重庆的味道”。
白沙镇拥有近500年酿酒历史，巅峰时

与泸州、茅台等地齐名。为了复兴重庆高粱
酒，江小白酒业已累计投入20多亿元，建成
占地760亩的酿酒基地江记酒庄。全国闻名
的江小白正是从这里出发，在2017年基本完
成了产品全国化的布局，并出口到海外27个
国家和地区。

“随着公司进入全国化量级，重视人才密
度、超配人才，是江小白的经营理念也是公司
当下的发展需求。”江小白酒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陶石泉说，公司在2019年新增千人工作岗

位，正是着眼于长期的发展。
据悉，自公司成立以来，江小白不断从全

国乃至全世界引进人才。目前，公司拥有5
位白酒国家级评委、国家注册高级品酒师12
位、高级酿酒师8位，达到了国内一线名酒企
业的技术团队配置和技术储备。

2018年，江小白酒业正式启动了全产业
链战略，与江津区政府、江津白沙园区、江津
区农委签署“江小白酒业集中产业园”“江小
白高粱产业园”两个项目投资协议。

计划中，江小白酒业的全产业链重点包

含了江记农庄、江记酒庄和集中产业园三个
主要部分。

其中，江记农庄旗下项目高粱产业园，
项目规划核心面积5000亩，示范种植面积2
万亩，规划辐射种植面积达10万亩。通过
订单种植等方式，规模化扶持一批农户，在
家门口实现增收。种植过程中，江记农庄可
为当地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和相关农田机械
化服务；

江记酒庄则涵盖灌装酿造、生物技术研
发、酿造蒸馏等，酿造生产身土不二的重庆高

粱酒，推动传统中国酒的“老味新生”；
江小白酒业集中产业园则涵盖玻璃瓶、

纸箱、瓶盖等配套企业、酿酒设备制造及研发
企业、物流联运企业等，计划投资规模达30
亿元。

“从基地种植、高粱育种到订单种植、农
田机械化服务，再到生态酿酒、循环农业、农
旅产业，可以在更广阔的人群范围内，解决当
地农民增收难的问题。”江津区白沙镇相关负
责人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江津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提供的
数据显示，2018年，江津区共有1.5万余名农
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成效显著。未来3－5年，
白沙镇有望实现百亿级规模的产业集群，将
更大规模地带动地方就业，推动区域经济发
展。

一条全产业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1月18日，一场180桌、近1800人的“坝
坝席”在江津区白沙镇举行。参加这场宴席
的，是来自江小白酒业各个岗位的员工，包括
酿酒车间、包装车间、后勤采购等部门。

“以前在外打工，每年这个时候忙着抢票、
赶车回家。还是现在安逸，就在家门口工作，
春节能安安心心过节。”酿酒车间的工人古承
泽，家住江津永兴镇。18岁离乡，他辗转过广
州、深圳、潮州等多个城市，漂泊近30年。

古承泽说，在外地打工条件艰苦自不用
说，关键是家中的老人和孩子没人照顾。

3年前，古承泽返乡，进入江记酒庄。“公
司有食堂、上下班规律，我有更多时间照顾老
人和孩子。”他还让妻子和大儿子也到酒庄工
作，如今大儿子在酒庄当了叉车工，小儿子也
考上了市重点聚奎中学。

像古承泽这样，一个家庭多位成员在酒

庄工作的，在当地不在少数。
还有不少80后90后在江记酒庄挑起重

担，活跃在各个岗位上。
江记酒庄包装车间的于海亮，在上海做

了6年焊工。
“爷爷年纪大了，弟弟还在上小学，离得远

了哪样都顾不到。村里条件也不算好，爷爷看
病吃药、弟弟读书全靠我妈一个人支撑。”

半年前，于海亮回到白沙镇，在江记酒庄
找到了工作。“现在工作稳定，我打算把积蓄
拿出来在镇上买房，把爷爷、母亲和弟弟接过
来一起住。”

回乡就业、留乡发展，江记酒庄成为江津
当地人、特别是年轻人就业一个不错的选
择。据统计，截至目前，江记酒庄约1200名
员工中，江津当地人约占八成，80后和90后
员工占一半以上。

从外出务工到留乡发展,照顾老和小

江小白高粱产业园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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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掉贫困帽
生活甜蜜蜜

一大早天还没亮，野鹤镇白寺村的袁世
长就背起背篓向附近的集市走去。还有不到
一周就是春节，他正忙着购买年货，等儿子回
家过年。

走在平整的水泥乡道上，袁世长回头看
着新搬进的小洋房，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之前高坎上的老房子就是个土坯房，房
前是斜坡、屋后是高坎，一下暴雨就漏雨。”袁
世长说，“高坎上的路也不好，都是土路，天天
爬上爬下吃力得很，下了雨更是难走。”

去年6月，靠着政府的补贴，袁世长一家
住进了一楼一底的新房。新房不但环境整洁、
基础设施齐全，马路也直接通到了家门口。

更令袁世长高兴的是，住进新房后，村里
引进忠县仟群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了忠县
忠城蜜蜜养蜂专业合作社，用扶贫资金入股，
让他这样劳动力不足的贫困户当上了“股东”。

“除了每年的分红，我偶尔去参加分箱、
取蜜、装罐，活不太重，一天也有150元的收
入，一年能赚几千块。”袁世长笑道，“今年是
个喜庆年，以后肯定会过得更红火。”

不仅是蜂蜜，通过忠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牵头，白寺村与忠县农产品龙头企业

“西湘阁”合作，建立“公司+农户”的经营模
式，注册了“四方山贡米”商标，引导村民发展
了近1万亩高山生态稻谷，实现了农产品“产
供销”的无缝对接。

“打造美丽宜居村庄，不能只让环境美，
也要让村民日子过得美。”忠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忠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委员会统筹各方资源，多次联系市农
委干部学校，聘请农业稻种专家亲临现场，研
究白寺土壤性质，对稻谷的种子选择、施肥、
农药、管理等进行层层把关，提高产品品质。
同时，与粮食集团衔接，扩大销售渠道，白寺
村大米综合单价有了不少的上升，村民在上
一年的基础上实现增收10%。

如今，在加快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附加
值转化的基础上，忠县正大力带动白寺村其
它相关产业发展，加大白茶、黄金蜜柚、养蜂
等产业扶持力度，切实增加部分劳动力不足
的村民收入。

2017年，白寺村被国家住建部评为“全

国绿色示范村庄”。

农房改民宿
增收有盼头

同样是准备过年，在新立镇双柏村邹家
湾，伴着冬日难得的暖阳，邹为礼正带着提早
回家的女儿和外孙在村里散步。

在青山环绕下，小溪顺着蜿蜒的马路潺
潺流过，空气中弥漫着蜡梅的清香。公路两
旁，青瓦坡屋面、木制门窗，统一的传统川东
巴渝民居错落有致地点缀在山间。

极目眺望，远处的千亩柑橘林在暖阳下，
透着勃勃生机，呈现一幅和谐自然、生态宜居
的乡村画卷。

以田园综合体建设为背景，以柑橘产业
核心区为依托，忠县投入300余万元，在保留
原有传统建筑结构及风貌的基础上，对邹家
湾片区农村人居环境进行改造。通过基础设
施查漏补缺、庭院美化提档升级、乡村景观小
品塑造，打造“橘香·水院”。

“确实没想到能住这么好的房子，周围环

境也这么好。孩子这次回家高兴极了，说比
主城的小区还好，要带外孙多住段时间。”邹
为礼笑道。

邹家湾位于国家级田园综合体区域内，
地处青龙湖橘园度假区、柑橘特色小镇、中国
柑橘城旅游区、长江花卉植物园区等景点范
围，坐拥如此优良地段，人居环境整治显得尤
为重要。

“不但要做，我们还必须做好，立足长远、
扎实规划，让老百姓获得长远利益。”忠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说。

得益于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忠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牵头，派出质监、安管、技
术等专业人员现场指导，在邹家湾开展了忠县
田园综合体首个民宿试点项目。采用“政府补
贴、农户参与、市场运作、利益共享”的模式，由
新立镇双柏村委会与农户共同成立民宿股份
制专业合作社，农户以闲置房屋入股专业合作
社，实行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统一管理、统一
运营。

目前，集“旅游观光、农事体验、柑橘采
摘、体育健身”为一体的特色民宿院落已初具

规模，已有101间农房自愿入股，预计今年3
月投入运营，将为忠县即将举办的田园综合
体马拉松赛、乡村文化旅游节等系列活动提
供配套服务。

争创全市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示范县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忠县认真落
实关于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的重要指
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安排部署和县
委、县政府工作要求，以“三清四化七改”（清
垃圾、清河堵、清路障；绿化、美化、净化、亮
化；改房、改水、改路、改厨、改厕、改圈、改线）
为主要内容，完成9个美丽乡村示范村的创
建任务，全面开展了“村庄清洁行动”，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

截至目前，忠县累计完成350个村（社）
垃圾设施建设，建成垃圾收集站（点）6000余
个，配备垃圾桶12000余个，配置农村保洁人
员 1250 余人，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累计投入约4700万元，新建乌杨曹家

等19座污水处理设施；完成农村改厕10018
户；在新立等18个乡镇共23个村（社区）开展
农业投入品废弃物集中回收试点；全县累计
建成户用沼气4.2万户、联户沼气120处、大
中型沼气18处；完成危房改造1120户；新增
村庄绿化面积3000公顷，安装路灯6074盏；
创建市级美丽庭院1947个、县级优美家庭
337个；9个行政村获市级美丽宜居示范村
庄，35个行政村获市级绿色示范村庄；成功
申报全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县、市级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县。

新的一年，忠县将继续以农村垃圾治理、
污水治理、卫生改厕、村容村貌提升和农业废
弃物资源利用为主攻方向，深入实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加快补齐农村发展短
板，打造花桥镇东岩村、三汇镇金龙社区、涂
井乡友谊村、官坝镇固国村等9个美丽乡村
升级版，继续实施美丽乡村示范村27个，全
力建设“一兴四美·七彩大地”美丽乡村，着力
创建“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县”。

贺娜 詹米璐
图片由忠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提供

忠县 让村庄更美 让村民更幸福
建设美丽宜居村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举措，是当前推动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为此，忠县精准

发力，扎实推进“三清四化七改”，全力提升村容村貌。
与此同时，在做好人居环境整治的基础上，忠县以环境带动产业，因地制宜，积极推动当地产业发展，力求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

美丽乡村，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百草人家”三汇镇金龙社区双桂镇石桥村冉家湾

忠县新立镇邹家院子

大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