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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南利用油菜花
资源，已建成面积达14.7
平方公里的 3A 级旅游
景区，目前正努力创建
4A。景区内的农民，已
办起了37家农家乐

■看准油菜花景区
游客的需求，崇龛镇里的
柠檬加工、玫瑰花深加工
等也开始发展起来。全
镇 80%左右的土地，都
调整到围绕油菜花旅游
带来的市场，发展起特
色产业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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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阳光照射在潼南区崇龛
镇数万亩金黄色的油菜花田里，把大地
染成了一片金色。

虽然第十二届油菜花节已进入“下
半场”，但从成渝两地来观花的游客，还
是成群结队。

“从3月1日开幕，到3月19日，景
区里已总共接待了游客近80万人次，
门票收入都已达400多万元。”负责景
区经营的潼南区旅游开发（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莫金龙对重庆日报
记者说，“其实，这3万亩油菜花带来的
经济效益，远不止这几百万元的门票收
入哟！”

那这朵油菜花最大的经济价值，体
现在哪呢？

“在围绕油菜花带来的市场，形成
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莫金龙说，

“围绕油菜花的市场需求，加快了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油菜花究竟有多大吸引力

崇龛镇明月社区的杨林，在菜花节
上摆了一个卖凉面和陈抟黄凉粉等特
色小吃的小摊。

“我这小摊已摆了9个年头。”她说，
一届菜花节下来，比得上在外面打好几
个月工赚的钱。

“从上一辈人开始，我们这里就种
油菜。可在以前，种油菜的收入就是油
菜籽，1亩地产200来斤，也就值几百块
钱。”她说，自从利用这油菜花搞起了旅
游，这花就比油菜籽值钱了。比如，我
就扯点家门口的油菜花编成花环，卖给
那些游客中的妹儿，一个就能卖好几块
钱。

在这位乡村农妇眼中，看到的是用

油菜花编花环卖，比收获的油菜籽值
钱。其实，这已转化为旅游资源的油菜
花，比编花环卖的价值，高出成千上万
倍，甚至是不能用金钱来计算的。

“打个比喻来说，这油菜花就像一
位亭亭玉立的美女，每年吸引了百余万
游客的眼神，使这崇龛镇及周边的水
果、鸡鸭等特色农产品，也跟着这美人
沾光。”莫金龙说。

油菜花这位“大美人”究竟有多大
的吸引力？

据介绍，潼南利用这油菜花资源，
已经建成了面积达14.7平方公里的3A
级旅游景区，目前正在努力创建4A。

哪怕要买50元一张的门票才进得
来，游客也蜂拥而至，要一睹她的“真
容”。莫金龙说，今年油菜花节最多的
一天涌来了10多万游客。

3月20日，记者在油菜花景区外面
的一个大停车场上，见到停满了来自成
都、重庆主城的旅游大巴。景区工作人
员介绍，这些都是由旅行社组织来的旅
游团。今年来的旅游团特别的多，仅3
月10日这天，景区就接待了158个由旅
行社组织来的旅游团。

看来，这油菜花的价值，确实比油
菜籽大。

油菜花融合出二三产业

3月20日中午12点多钟，被金黄
的油菜花田包围的崇龛镇青杠村忠余
乡村酒店里，除饭厅里挤满了吃饭的游
客外，连临时在院坝里安放的20余张
桌子，也坐满了游客。

个头不高的主人谢中余，在厨房里
亲自掌勺，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脸上
却挂满了笑容。

“实在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今天
太忙。”下午1点多钟才从灶上下来的谢
中余，擦着脸上的汗水对记者说，今天
又是几十桌，最多的一天有100多桌。
这个周末，已提前预订了60桌。

谢中余说，以前他在深圳的工厂、
建筑工地等打工。2008年第一届菜花
节期间，听说来的游客很多，中午吃饭
都是问题。

“从游客吃饭上我看到了商机。”他
说，因此，那年底我就回来，准备开个主
要做餐饮的农家乐。第二届菜花节时，
忠余农家乐就正式开始营业，投入的几
千块钱立马有回报，第一年就赚了5万
多块钱。

“从这朵油菜花上，我看到了这田
野上的致富希望。”谢中余说，随后，我
找亲朋好友借了10万块钱，在自家原
有的地基上盖起了两层小楼，把农家乐
经营范围扩大，不仅接待餐饮，还接待
住宿。2015年，我这农家乐还被重庆市
乡村酒店评定委员会评定为三星级乡
村酒店。

莫金龙介绍，目前，在景区内的农
民，已总共办起了37家农家乐，除进行
餐饮接待外，住宿接待的床位都有357
张。

崇龛镇汪坝村的唐跃富，在景区的
特色农产品摊区里，摆了一个小摊，专
卖鸭蛋。而这些鸭蛋，都是他自己家养
的，看准这油菜花带来的游客需求，他
家养殖了3000余只蛋鸭，所产下的鸭
蛋，基本上都通过这个小摊销售出去。

“在油菜花景区里，有不少农民都
围绕油菜花带来的游客需求，经营起以
农特产品为主的小摊，从事第三产业。”
莫金龙说，据不完全统计，景区内的这

类小摊有350余个，而这些小摊上卖的
商品，多数都是农民自己生产的。

走进崇龛镇明月社区邓天泽办的
邓三旺粮油加工厂里，一股菜油香味就
扑鼻而来。贴着商标的桶装“邓三旺”
菜油，清澈透亮，吸引着游客的目光。

“只有用我们崇龛的油菜籽，才能
榨出这样好的菜油。”他说，每年我要加
工200吨的崇龛油菜籽。

在崇龛镇，用崇龛油菜籽加工菜油
的，不只这邓三旺粮油加工厂。镇农业
服务中心主任徐勇说，像这样的加工
厂，还有六七家。目前，加工的工艺也
在提升。比如重庆汇农农业有限公司，
加工菜油的年产值就已超过2000万
元，目前正在引进冷榨新工艺和设备，
提升菜油的质量。

徐勇说，看准油菜花景区游客的需
求，镇里的柠檬加工、玫瑰花深加工等，
也开始发展起来。

油菜花推动农业结构调整

记者见到，不少来景区游玩的游
客，在离开时都提着一袋旅游商品，里
面装着沃柑、柠檬、蜂蜜、花生等。

“这是我们景区旅游商品的标配。”
莫金龙说，来游玩的游客，多数走时都
会买一袋这样的特色农产品。

“也正是游客的需求，推动了我们
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徐勇说，在
办第一届菜花节时，崇龛镇总共种植有
5万亩油菜，如今通过调整，将油菜种植
面积减少到3万亩。虽然面积少了2万
亩，但由于是集中成片种植，观赏游玩

的价值却更高了，通过科学的栽种，花
期也延长了10天以上。

而调整出来的土地，却在围绕游客
的需求，进行特色农产品的结构调整。

崇龛镇明月社区8组的杨博，原在
成都等地打工。如今，他回到家乡从事
起“甜蜜的事业”，成了一位养蜂人。

他的家就在油菜花景区的核心区
内，一幢两层楼房的院坝里，摆放着16
只蜂桶，成群的蜜蜂，在这蜂桶与金黄
色的油菜田里飞来飞去。

“我这油菜花蜜，每斤卖100元，游
客很喜欢。”他说，在他所住的8组，已有
好几户村民都在家里养蜂。

在油菜花景区里和景区周围，走不
了多远，就能见到一家养蜂场。据不完
全统计，围绕这油菜花的养蜂场，有120
余家。

明月社区的李代江所种的100余
亩沃柑，就在景区旁边，今年全部投
产。在今年的油菜花节期间，游客在赏
花后，又涌进他的果园里采摘。

游客采摘的沃柑，10元一斤。不用
自己采下来销售，就被游客采完。

“根据菜花节游客集中在2月底至
3月底的市场，3年前，我们到中国柑研
所去，专门引进在春节后到3月底采摘
的这一沃柑品种。”徐勇说，开始由3个
业主集中发展了600亩，现在，全镇已
种植起1500亩。

崇龛镇的土地和气候都适合种
植柠檬，而柠檬又是游客喜爱的旅游
商品，因此，镇里又引导农民种植。
目前，全镇已种植柠檬2.5万亩，除作
为鲜销给游客外，还进行柠檬片等加
工，作为旅游商品，满足游客的需
求。

3月底油菜花开过后，从4月份开
始，崇龛镇又有玫瑰花可赏。徐勇说，
目前，镇里围绕赏花旅游，正通过农业
结构的调整，争取四季都可赏花。

几年前，崇龛镇就引进雅香源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在老店村建起
3000亩的玫瑰花园。这玫瑰花园可以
说是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产业，公司在
这园里搞观光旅游，同时，利用玫瑰花
提取精油、生产玫瑰花酒、玫瑰花茶
等。

“目前，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我们镇80%左右的土地，都调整到
围绕油菜花旅游带来的市场，发展起
满足这一市场需求的特色产业。”徐勇
说。

菜花与菜籽，哪个价值大？
——潼南围绕油菜花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本报记者 罗成友

在人们的眼里，经济学似乎高深
莫测。

然而，在潼南围绕油菜花进行的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这经济学
显得特别的简单。

首先，潼南把油菜花的经济价值
挖掘出来，并充分加以利用，使之形成
真正能促进农民就业、农民增收的新
产业、新业态。

潼南菜花节，除第一届是由政府
出钱举办、花钱赚吆喝外，从第二届开
始，就用市场化的手段，引进旅游公司
来运作，开始收门票。

这种用市场化运作搞的菜花节，
使油菜花的经济价值充分体现出来，
反过来又促进了景区基础设施的完
善，迅速形成真正的、有效益的一三产
业融合的产业。

当油菜花的价值体现出来，并形
成每年有百余万游客的强大市场后，
潼南又围绕赏花游客的需求，进行农
业结构的调整。他们把农业与第二产
业的农产品加工产业相融合，使农产
品增值不说，也有了就地销售的市场。

而这围绕油菜花进行的产业延伸

发展，就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农村产
业要实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成功
实践，也是有效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油菜花产业的融合发展，还带动
了潼南城区的三产发展。据统计，就
在今年菜花节期间，潼南城区的所有
酒店，平均入住率已达90%以上。

潼南油菜花里的经济学，对我们
如何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
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很有
启迪意义的。

油菜花里的经济学
□罗成友

本报讯 （记者 韩毅）3月 28
日，来自山东的60多名媒体记者、旅
行商代表结束了为期一周的渝东南、
渝东北采风踩线活动，回到重庆主
城。采风踩线期间，他们利用文字、图
片、视频、音频等，为“山水之城·美丽
之地”点赞。

“游走在世界规模最大、最高的串
珠式天生桥群，不管是从天龙桥到天
福官驿，还是从青龙桥到黑龙桥，每处
景观都让人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来自山东省交通旅行社有限公司的王
月在游览武隆天生三桥景区后，写下
此段话。

大众网记者陶婷在奉节采风后写
道：“这里的过往都是用诗句堆砌的历
史，信手拈来便是李白、白居易等大家
之范，踏诗而行，惊艳之极，却心怀忐
忑，奉节之美只能欲言又止……”

大众日报、齐鲁晚报、山东广播电
视台等媒体记者，以及山东知名旅游
博主、重点旅行商代表等，也纷纷以全
媒体视角、网络化语言、专业性眼光，对
渝东南、渝东北神奇的自然风光、多彩的
风俗风情、丰富的特色风物、厚重的人文
风韵和美丽的城乡风貌大加赞赏。

据介绍，本次山东媒体、旅行商走
进重庆采风踩线活动是“十万山东人游
重庆”重要活动内容之一，旨在利用媒
体和旅行商平台对重庆的文化旅游资
源、生态旅游资源进行集中宣传，向山
东市民全方位、多层次展示重庆美景、
美物、美食，以吸引更多山东人认识重
庆、了解重庆、乐游重庆。接下来，这些
媒体记者、旅行商代表还将在重庆主城
体验为期两天的“都市风情之旅”。

山东媒体、旅行商
采风踩线团走进重庆

本报讯 （记者 韩毅）秀风景、晒
特产、送礼包、演歌舞、展微景……3月
28日，第23届重庆都市旅游节暨城际
旅游交易会（以下简称“一会一节”）在
重庆国际会展中心（南坪）和解放碑步
行街同步开展，外国驻渝机构、国际旅
游组织、国内多地文旅部门及旅游企业
等近千家单位营造出一个狂欢嘉年华，
邀请市民体验“诗与远方”。

当天上午，在解放碑步行街展区，
来自日本、匈牙利、埃塞俄比亚、韩国等
国际展商，以及攀枝花、合川、渝中区等
国内市内展商，以歌舞表演、图文展览、
现场咨询、互动体验、视频展示等方式，
把步行街变成一个异域民俗风情大舞
台。景区“斗图”比美、非遗文化展演、
旅游文艺演出、旅游商品展览……你方
唱罢我登台，吸引大量“粉丝”观展互
动，热闹非凡。

重庆国际会展中心（南坪）展区，来
自北京、广东、四川、贵州、西藏、海南、
云南、青海、广西等兄弟省市（自治区），
以及万盛、巫山、秀山、荣昌、涪陵、彭
水、垫江、城口、黔江、合川、江津、渝北、
九龙坡等市内区县的展商同样精心布
展，民俗表演、小丑互动、景区展示、折
扣票券、旅游商品等应有尽有，足以一
站式“承包”市民全年的旅行消费需求。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本届“一会
一节”的展览时间将持续至3月30日，
市民除了可以现场采买各类旅游产品、
欣赏特色文艺演出、品尝各地特色小吃
等外，还可以观看小熊猫、香猪、孔雀、
豚鼠、羊驼等“萌宠”，参与展商互动抽
奖或领礼品，以及淘到景区打折门票、
酒店优惠券、旅社行特价线路等。其
中，各类赠送、优惠票券价值上百万元，
各种惠民打折旅行线路多达上千条。

抢特价票、看民俗表演、淘旅游商品……

“一会一节”带市民体验“诗与远方”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打卡主
城近20个热门景点，二维码一扫，就
可乘坐25条“都市观光·漫游重庆”观
光公交巴士线路。每人一天35元，可
不限次乘坐这些线路。

3月28日，重庆公交集团推出25
条“都市观光·漫游重庆”“快进”“漫
游”线网观光巴士闭环线路。你只需
打开微信，搜索“都市观光·漫游重庆”
小程序，进入后，便可根据自己的出行
需求购买漫游重庆套票。支付35元、
45元或55元，可分别购买一日游、二
日游、三日游套票。在有效时间内，可

以不限次数乘坐日间观光巴士、机场
快车、高铁快车。

据介绍，25条观光巴士包括13条
常态化观光巴士、7条机场快车以及5
条前往重庆北站南北广场及重庆西站
的高铁快车。主要包括抖音打卡地、
重庆红色文化基地、重庆美食畅游、老

城区记忆重现等爆款游玩线路。
漫游重庆小程序将根据所选景

点，为游客“绘制”专属游玩乘车线路
图。游客只需点击已选“景点”便可进
入导航页面，快速了解如何到达观光
巴士乘坐点。

同时，游客通过小程序的线路查

询功能，可立即掌握观光巴士沿线站
点车辆位置、达站时间等信息。据介
绍，游客购票后，平台将生成电子车票
（二维码），电子票作为“漫游重庆”的
乘坐凭证。可预售从当日起五日内电
子票。

游客乘坐高铁快车、机场快线时，

验票员将使用POS机，扫描用户出示
的订单详情二维码进行验票；乘坐观
光巴士和索道时，用户出示订单详情
二维码对准车上卡机或验票闸机即可
验票。需要注意的是，同一张二维码
扫码验票后，10分钟之内不能重复扫
码验票。

游客首次刷卡后开始计时，时效
到期自动作废。附加包时效与所购买
的日票产品相同。套票中观光巴士、
机场快线、高铁快车均不限乘坐次数，
乘坐长江索道需勾选索道附加包，可
选择索道单程票或往返票。

打卡主城热点景区请扫码上车
一日游35元可不限次乘坐25条观光巴士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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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重庆都市旅游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