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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金丝皇菊苗子有150多万
株，移栽后可种植600多亩。”3月28
日，在秀山龙池镇杉木村的金丝皇菊
育苗田地里，七八名农户正在忙着栽
插幼苗，虽然今年全镇金丝皇菊规模
比去年增加了200多亩，但育苗户一点
都不担心销路。

他们的自信来自于金丝皇菊电商
一体化项目：去年，该项目电商平台的
销售情况良好，因此今年将适当扩大
金丝皇菊的种植规模。

选准扶贫项目
发展金丝皇菊让乡亲们增收

龙池镇杉木村位于秀山川河盖片
区，由于交通不便，经济发展较为滞
后，是秀山24个扶贫重点村之一。由
于该村没有成规模的特色产业和集体
经济，村民脱贫致富压力较大。

“去年，我们获得中国农业银行定
点帮扶秀山资助项目后，就准备在杉
木村发展特色产业，为村民持续增收

打下基础。”龙池镇镇长彭应举介绍，
为了选好这个扶贫项目，他们结合该
村自然条件和附近川河盖旅游资源，
在外出考察基础上，通过网络特色产
品销售等大数据进行筛选，最终决定
在杉木村、干川村、河口村种植金丝皇
菊。

“主要以基地示范、散户种植、合
作社保底价收购的方式进行。”彭应举
说，龙池镇引导杉木村成立了新立中
药材专业合作社，农户以土地、劳动
力、资金入股，建立起示范基地180亩，
同时，带动干川村、河口村散户分别发
展金丝皇菊种植120亩、40亩，使全镇
金丝皇菊种植面积达到340亩。

去年，龙池镇的金丝皇菊获得
丰收，共产出鲜花17万斤，合作社以
3元/斤进行保底收购，仅此一项，就为
包括29户贫困户在内的146户群众稳
定增收50多万元。

“没想到，几个月时间就能轻松收
入数千元。”莫易合是杉木村的贫困
户，一直以来，他都是种植传统作物，
空闲时在镇上打零工，由于工作不稳
定，每月收入起伏较大。

去年镇上开始发展金丝皇菊种植
时，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试种了6分
地，几个月下来，共收获鲜花1000多
斤，收入3000多元，“合作社保底收购，
没有风险。今年，我要扩大种植面积，

争取一年稳定收入上万元。”

同步搭建电商平台
让好产品有好销路

与一些地方发展扶贫产业，最后
却出现销售难题不同，杉木村实施的
产业扶贫项目，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
销售的问题。这也是该项目被称为电
商一体化项目的原因。

彭应举介绍，金丝皇菊电商一体
化项目总投资200余万元，其中种植投
资100万元，加工厂房建设投资50万
元，电商创业园投资50万元。种植和
加工都由新立中药材专业合作社实
施，电商创业园则由新成立的传胪电
商专业合作社实施。

“很多地方都想通过电商平台销
售产品，但要真正做好平台，就要下功
夫。”龙池镇电商创业园负责人杨雷
说，以前，镇里也培训了不少农户，但
真正转化为电商创业者的很少，原因
就在于没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要
让农户既搞种植又搞电商，很难成功。

为此，传胪电商合作社在重庆高
薪聘请了专业电商运营人才，负责合
作社在淘宝、天猫、拼多多等平台上的
金丝皇菊店铺运营，并对有志于专门
从事电商创业的农户进行培训。对这
些人，除了给予较高的月薪外，还给予
销售利润分成。

去年，新立合作社将收购的17万斤
鲜花加工为1.3万斤干花，以100元/斤
的价格销售给电商创业园，扣除成本，
合作社赚了50多万元。传胪电商合作
社则将收购的干花进行分级包装，进
行再次销售。

记者在电商创业园的展示台看
到，包装好的二级金丝皇菊，网上售价
为19.9元/包，一包仅有20克。也就是
说，经过分级包装后，金丝皇菊的附加
值进一步提高，仅二级干花就卖到了
500元/斤，特级干花甚至卖到了2000
元/斤，最便宜的四级干花也卖到了
200元/斤。

在专业电商人才的运营下，金丝
皇菊销售情况非常好，截至目前，分级
后的金丝皇菊销售额已经达到了100
多万元，今年内，已经分级的金丝皇
菊，预计将为传胪电商合作社带来近
400万元的销售收入。

生产销售良性互动
多个特色产业将快速兴起

依托电商创业园的电商平台，不
仅金丝皇菊销路不成问题，还为当地
发展其他特色产业提供了支撑。

“现在，我们销售的产品品种还不
是太多，这为我们发展其他特色产业
留下了空间。”彭应举说，以前，政府选
择发展的产业，多靠考察走访，而在现
今农产品网络销售占比大幅提升的情
况下，网上农产品销售情况也具有很
强的参考价值。

以网上热销的贝贝南瓜为例，淘
宝销售的价格为5斤29.9元，扣除5元
的物流等成本，每斤可卖5元，而实际
上，贝贝南瓜每亩产量4000至 5000
斤，按照1.5元/斤的在地收购价，种植
户以及电商平台都能获益。

在参考本地生产实际和网络销售
大数据的情况下，今年，依托龙池镇电
商创业园的平台，龙池镇准备将金丝皇
菊种植规模扩大到500亩，同时，发展
多个新兴特色产业，其中，贝贝南瓜700
亩、紫薯等特色红薯600亩，力争明年
电商创业园销售额达到3000万元。

“今年，我就准备种 3亩贝贝南
瓜。”龙池镇长水村贫困户陈继科告诉
记者，现在大伙儿都知道，电商创业园
有销路，其看中的产业项目销路都没
什么问题，所以，大家都争着发展产
业。

种什么怎么销谁来销通盘考虑
——秀山龙池镇金丝皇菊电商一体化项目调查

本报记者 王翔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近来，乘
坐轨道交通的市民发现，3号线和2号
线部分轨道站及周边环境变得更干净、
更漂亮了。

去年，我市启动轨道交通全面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4月1日，轨道集团通
报，2号线天堂堡站、大渡口站、袁家岗
站，3号线鱼洞站、鱼胡路站、唐家院子
站以及6号线五里店站等首批7个轨
道站点，将于本月完成“整容”工作。

4月1日，重庆日报记者在3号线
鱼胡路站现场看到，曾经有污渍、脱落、
裂痕的车站外墙、墩柱、高架桥等，全部
被重新涂装灰白色。

据介绍，此次实施“整容”，将彻底
清除车站、轨道列车等的卫生死角，重
点整治乱贴乱画、乱贴小广告等行为；
对轨道等外墙设施设备的破损等情况，
进行修复完善等。

清除卫生死角、修复破损设施……

重庆7个轨道站本月完成“整容”

本报讯 （记者 黄乔）重庆日报
记者从市司法局近日召开的市政府
2019年行政立法工作推进座谈会上获
悉，按照我市立法安排，今年计划推动
60件地方性法规、34件政府规章的制
定或修订工作，目前已有16项法规规
章进入市司法局进行审核。其中包括
《中国重庆自贸试验区条例》《重庆市湿
地保护条例》《重庆市建设用地土壤环
境管理办法》等，主要涉及生态环境保
护、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

“我们主要审查在每一个立法项目
中，它的制度安排是否合理，是否符合
中央的要求，是否符合改革的方向，是

否回应了老百姓的需求。”市司法局相
关负责人说，我市将深入推进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提高立法质
量，将党的领导贯穿于立法工作全过程
和各方面，聚焦我市当前改革发展的重
大疑难问题，全面系统研究解决问题的
路径方案，科学细致地设计解决问题的
制度措施，注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制度设计中，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
力的规定。

他举例说，今年我市相关部门将拟
定《重庆市市民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按
立法程序送市人大常委会审议。而在前
期工作中，相关部门采取入户调查和随
机街访的形式，针对市民反映强烈的不
文明行为进行调查，共计发问卷500余

份。调查结果显示，50%的市民承认自
己有时会乱吐口痰、乱扔垃圾，有部分
市民认为由于处罚力度不大导致不文
明行为屡禁不止，有90%的市民认为
应加大对不文明行为的处罚力度。

据了解，这些法规规章将进行多轮
反复论证并广泛征求社会意见，最后按
照立法程序经审议通过后实施。

市司法局召开立法工作推进会

加快推进16项重点领域法规规章立法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4月1日，
2019重庆—加州萨克拉门托商务对接
会在渝举行。美国加州萨克拉门托市
长代表团推出9个项目，总投资额超过
3亿美元，邀渝企到萨克拉门托市投资
兴业，共促发展。

“来到重庆还不足24小时，但我已
经被这座城市迷倒了。”萨克拉门托市
市长施伯德说，加州与重庆有许多共同
愿景，都希望经济保持活力，创造更多
就业机会。萨克拉门托市在通信、医
疗、交通安全以及自动驾驶等方面拥有
优势，希望双方互相了解，共同发展，创
造更多经济增长机会。

对接会上，萨克拉门托市长代表团
推出的项目包括5个投资合作项目，2
个研发合作和设备采购项目，以及2个
营销合作和贸易合作项目，总投资额超
过3亿美元。其中有美国职业篮球联
赛(NBA)萨克拉门托国王队旧球场改
造项目、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疗科研
中心研发合作项目、加州—中国线上线
下贸易合作平台、加州自动驾驶无轨电

车(ART)研发合作和采购项目等。
萨克拉门托市是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的首府，位于加州北部，是加州的政
治中心、医疗科技与先进农业中心和重
要交通枢纽，也是加州众多产业、贸易
组织、世界级清洁能源和科技研发中心
所在地。

“全美在电动汽车、火车车辆的生
产能力上有限，但这方面重庆恰恰有优
势。”李波是萨克拉门托区域交通中心
首席执行官，他说，到重庆不仅仅是把
萨克拉门托的项目带过来，还希望能把
重庆的东西卖到美国去。李波表示，重
庆有很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基地和销售
市场，现在美国的产能只能满足20%，
希望能在这边建一个厂，然后销售自动
化电动汽车，或者在这里购买重庆制造
的智能汽车。

“重庆的轨道交通很有名。”对此李
波也有所耳闻，他提出萨克拉门托市有
30-40公里的轨道交通延伸计划，希
望有机会学习重庆轨道交通好的经验
做法。

美 国 萨 克 拉 门 托 市 赴 渝 推 介
萨克拉门托国王队旧球场改造等

9个项目欢迎渝企投资

本报讯 （记者 张莎）4月1日上
午10点，重庆市人体器官捐献纪念园
内庄重肃穆，由重庆市红十字会主办的

“重庆市2019年遗体器官捐献缅怀纪
念活动”举行。

遗体、角膜、器官捐献者家属和志
愿者代表以及医学生代表等共计两千
余人齐聚纪念园，共同缅怀逝者，寄托
人们对遗体和器官捐献者的无限哀思
和奠念之情。

捐献者家属们来到刻着各自亲属
名字的纪念碑前，双手摩挲着碑上深深

浅浅的名字，并将鲜花和象征着捐献大
爱精神的红十字旗帜插在纪念碑前的
土地上，鞠躬表达哀思。纪念园内有一
个过人高的邮筒，这是家属们投递寄往
天国的明信片的地方，大家或把对亲人
的思念化作字句，或将对捐献者的祈福
书写工整，表达对亲人的哀思之情。

据了解，为了缅怀纪念遗体器官捐
献者，树立良好社会新风尚，市红十字
会在璧山新建了重庆市人体器官捐献
纪念园，并定于每年的4月1日在这里
举行全市的缅怀纪念活动。

重庆遗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举行

重庆市2019年遗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现场。 （市红十字会供图）

本报讯 （记者 王丽）4月1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体育局获悉，2019国
际攀联世界杯攀岩赛重庆站将于4月
26日至28日在位于九龙坡区华岩的
壁虎王国家攀岩示范公园举行。届时，
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攀岩
高手将来渝参赛。

本次比赛由国际攀岩联合会主办，
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重庆

市体育局等承办。比赛设置男、女攀石
赛和速度赛四个项目，赛程因为今年参
赛人数的增加，由以前的两天改为三天。

“本次比赛将事关选手能否获取
2020年东京奥运会攀岩比赛的参赛资

格。”市体育局副局长张欣介绍，世界杯
攀岩赛男、女年度全能排名前20名的运
动员，将有机会参加2019年年底在法
国举行的国际攀联世界杯攀岩比赛总
决赛，总决赛男、女排名前六名的运动

员将有机会参加东京奥运会攀岩比赛。
此外，本次世界杯攀岩赛重庆站的

比赛结束后，4月30日至5月1日，还
将在同一场地举办全国青少年体育俱
乐部联赛攀岩比赛总决赛。

国际攀联世界杯攀岩赛本月底在渝举行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有了这
个防护隔离设施，现在开车心里特别踏
实。”4月1日，在江北福佑路公交枢纽
站，两江新区公交车621路司机刘春燕
表示。

去年底，我市启动在公交车驾驶区
域进行防护隔离设施安装改造。

市交通局4月1日通报，截至3月
31日，首批重点线路（临水、临崖）的公
交车驾驶区域防护隔离设施安装改造
任务已完成。共安装改造公交车6812
辆，其中主城区 4922 辆，远郊区县
1890辆。我市剩余的7500辆公交车，
将于今年6月30日前全部改造完成。
同时，全市新增更新的公共汽车，必须
将防护隔离设施作为标准配置。

4月1日上午，重庆日报记者在福
佑路公交枢纽站看到，此次公交车安
装的防护隔离设施有两种形式：分别
是包围式防护隔离门和强化安全隔离

横杠。
具体用哪种形式，主要是根据车辆

发动机安装位置以及考虑司机在驾驶
室的舒适度而定。”市交通局人士介绍，
比如社区迷你巴士以及8米以下等前
置发动机车型，由于发动机在车前方，
即驾驶室旁，因此安装的是强化安全隔
离横杠。而8米及8米以上后置发动
机及新能源公交车，安装的是包围式防
护隔离设施，即安全门。

“无论哪种方式，都不影响乘客上
下车和乘车舒适感。在危急时刻，乘客
也可以对驾驶员实施应急救助”，市交
通局人士说。

同时，我市还启动了驾驶员安全文
明驾驶教育培训工作，全市25万营运
车辆驾驶员和车主纳入教育培训考核
范围，培训内容含括职业道德、心理健
康、安全文明驾驶、防御性驾驶、车辆性
能维护、应急处置等。

重庆6800多辆公交车安装防护隔离设施

本报讯 （记者 颜安）3月29日，
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2019年度
首场推广活动在渝举行。活动现场，去
年获得国家级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特等
奖的两个单位及获得一等奖的部分单
位分享了他们的教学成果。

据悉，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是按照
《教学成果奖励条例》设立，其中一等
奖和二等奖由教育部批准，特等奖由
国务院批准，是教育教学研究和实践
领域最高级别的业务类奖励。去年
评选共收到申报成果 1382 项，其中
特 等 奖 只 有 2 项 ，获 奖 率 仅 有
0.14%。而重庆市巴蜀小学就成为该

奖项成立以来第一所获得特等奖的
小学校。

在3月29日的活动里，巴蜀小学
发布了特等奖成果《基于学科育人功能
的课程综合化实施与评价》，该校用“学
科内融合”“学科＋学科”“学科＋生活”
等6个工作坊，立体呈现国家三级课程
管理在一所学校落地的系统解决方案，
以及一条发展素质教育的可操作、可借
鉴、力求把握综合化实质的行动路径。
此外，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也
发布了特等奖成果，北京、江苏、浙江、
江西等城市的5所一等奖获奖学校，也
共享了他们的成果。

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2019年度首场推广活动在渝举行

■以前，政府选择
发展产业，多靠考察走
访，而在现今农产品网
络销售占比大幅提升的
情况下，政府还应结合
本地实际，充分考虑农
产品网络销售因素

■以前，龙池镇在
电商方面培训了不少农
户，但真正转化为电商
创业者的很少，原因在
于没让专业的人做专业
的事，要让农户既搞种
植又搞电商，很难成功

电商产业园工人正在对金丝皇菊进行分级包装。 记者 王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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