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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丰都县兴义镇清水村，
瓜田里已缀满果实，村民们忙着锄草、
施肥，为秋季南瓜丰产做准备。“今年，
村里扩大了南瓜种植面积，产量将是去
年的两倍。多亏小张搭建的电商平台，
我们一点都不担心销路。”村民们口中
的“小张”就是村里的电商经纪人张源。

近年来，丰都县以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工程为载体，探索出“农村电
商经纪人＋贫困户”的扶贫新模式，使
丰都农村电商步入发展快车道。

返乡创业他带头“触电”

高个子，戴副黑框眼镜，张源给人
的第一印象颇有几分书卷气。2015年，
30岁的他辞去北京的工作，返乡在双龙
镇流转了80亩土地发展土豆种植。前
期建园加后期管护整整耗费了一年时
间。2016年冬季，眼见土豆即将收获，
可偏偏得了晚疫病，张源损失惨重。

这次失败使他一度消沉了近半年，
直到2017年，张源参加了政府举办的
电商培训，并在兴义镇清水村搭建起村
级电商服务站，成为一名电商经纪人。

清水村地处海拔500米的中山地
带，特殊的小气候十分适宜南瓜种植。
可是，随着市面上瓜果品种不断丰富，
竞争愈加激烈，加上清水村农户不熟悉
市场，销售渠道又有限，农产品时常卖
不出好价钱，严重的时候，大量南瓜烂
在地里，令人心痛。

何不从村民手中收购南瓜，包装后
放网上销售？张源巧识商机，成为村里
第一个“触电”的人。

滞销南瓜变网上“爆款”

整整一个月，张源走村入户收购南
瓜，可没想到辛苦收来的南瓜良莠不齐，
符合“网络标准”的好产品太少。“有的个
头太大，不适宜快递打包；有的口感不
佳，只能打折销售。”张源有些无奈。

首次“触电”虽然没挣到钱，但张源
发现，在村民种植的南瓜中，一代蜜本南
瓜最适宜网上销售，可惜种植面积小。

如何引导村民大规模种植这种南
瓜？张源想到了免费发种，统一技术指
导。

“这种南瓜电商需求大，只要你们
按照我的要求进行种植，我就以保底价

回收，保证南瓜不愁销。”背着南瓜种
子，张源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宣传自己
的理念，却不被村民接受。“这是老品
种，我们早就不种了。”

张源并不气馁，他说，要让大家认
可电商，就得先树榜样，让一部分村民
先尝到增收甜头。

贫困户张廷银便是张源发展的首
批南瓜种植户之一。张廷银因妻子患
病，两个小孩读书，日子过得紧巴巴。
在张源多次游说下，2018年，他终于决
定将自家土地用于种植老品种南瓜。

这年夏季，他收获的6000斤南瓜被张
源以每斤4角的价格全部回收后放在
淘宝上销售。短短一个月，南瓜卖成了
网上“爆款”，最多的时候，张源一天就
销售出200多单。

农产品电商平台不断壮大

一笔笔成交记录让村民们信心倍
增。今年一开春，不少村民主动找到张
源，请教南瓜种植，村里先后发展起
150亩老品种南瓜，与他签订种销合同
的农户中，贫困户就有20余户。张源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今年南瓜产量能达
到100吨，按照去年的行情，年销售额
将达20万元，可帮助这些农户户均增
收2000余元。

不过，光靠南瓜这单一产品，不能
满足电商平台的长远需求。于是，他将
目光投向兴义镇其他村庄，准备让更多
农产品尝试“触电”。返乡农民工陈春
廷是兴义镇的种梨大户，他种植的黄金
梨甘甜化渣，可由于交通、市场等条件
制约，销路一直不好。去年8月，张源
主动找到陈春廷商量销售合作。

为了让买家相信黄金梨的品质，张
源还专门跑到山上，拍摄果园环境、果
树管护过程等，并做了详细的图文、视
频介绍。果然，黄金梨刚一上线，便吸
引了买家下单，其中还包括不少外省市
的买家。

此外，张源还将村民家中的干豇
豆、土鸡蛋、红苕粉等农特产品放上淘
宝销售，“如今，我的淘宝店铺已基本实
现一年四季，季季有鲜货。”

据了解，自2017年以来，丰都县先
后发展起114名农村电商带头人，大多
是懂技术、有知识的年轻人。在他们的
努力下，一些滞销的农产品被卖到了全
国各地，成为网上“爆款”。“通过这种

‘农村电商经纪人+贫困户’的发展模
式，我们年均网销农产品1000余万元，
共带动全县2000余名贫困户脱贫增
收。”该县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丰都培育上百名电商经纪人

滞销农产品成了网上“爆款”
本报记者 左黎韵

连日来，记者在丰都走访时发现，
这里许多村庄都搭建起村级电商服务
站。这些服务站宽敞明亮，货架上的商
品琳琅满目，村民们既可委托电商经纪
人网购日用杂货，也可将自己的农特产

品放上网络销售。据统计，丰都县目前
共建成村级电商服务平台200余个。

互联网时代，农村电商带来了新业
态及产业结构的良性调整，加速推动了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了从“农
民种啥，我们卖啥”到“大家要啥，农民
种啥”的转变。

而在这场革新中，作为农民与市场
“中间人”的农村经纪人至关重要。过

去，农村经纪人只需要人脉广、信息灵
即可，而如今电商时代的农村经纪人还
需具备网络头脑，他们不仅要会上网，
更应拥有互联网思维，例如通过网络包
装、推广，让滞销的农产品变为网上“爆
款”。

可见，农村电商的发展离不开优秀
的电商人才，这就需要从政策上加大扶
持力度。例如，可将农村电商带头人纳
入创新创业人才引进培养序列，落实融
资贷款、配套设施建设补助、税费减免
等扶持政策，广纳贤才，助推农村电商
向深层次发展。

农村电商呼唤更多互联网人才
□左黎韵

记者手记

张源把过去滞销的南瓜卖成网上“爆款”。 记者 左黎韵 摄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
钧 实习生 彭瑾）6月 14日，
由重庆企业研发的国产自主可控
工业仿真软件（简 称 CAE 软
件）——LiToSim V1.0在两江
新区上线，对推动我国在核心高
端工业平台软件及重点领域应用
软件研发方面的实现自主可控、
替代进口，进而打破国外垄断具
有重要意义。

工业制造的第一步是工程
设计，而工程设计的基本工具当
属CAE软件。本世纪初，中国
科学院院士钟万勰和程耿东就
曾联合呼吁“开发国产自主可控
的大型计算力学软件（工业仿真
软件）。”但时至今日，我国自主
版权的CAE软件仍凤毛麟角，
主要被美国和欧洲的软件企业
垄断。

据介绍，LiToSim V1.0由

重庆励颐拓软件有限公司（简称
励颐拓）研发。该款CAE软件可
在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电子、汽
车机械、能源等领域开展广泛应
用，还能为用户定制开发，可为形
成用户自己的CAE软件奠定重
要基础。

目前，该款CAE软件已服务
中国高铁，用于模拟计算高铁在
行驶中对各零部件的摩擦冲击，
相关数据结果已得到中国铁道科
学研究院的认可。

在昨天的上线仪式上，重庆
理工大学、重庆大学航空航天学
院、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西
南交通大学力学与工程学院、中
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
锻有限责任公司、西安点云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昊阳国际控股（香
港）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与励颐拓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国产自主可控工业仿真软件
实现“重庆造”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6月13日，位于重庆两江新区水
土高新生态城的中国电信两江腾
龙数据中心一期项目正式投用。
这标志着，两江新区再添一个高
等级数据机房，重庆发展大数据
云计算产业又有了新的助力。

中国电信重庆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中国电信两江腾龙数
据中心由中国电信重庆公司与
腾龙两江（重庆）科技有限公司
通力合作，历经 10 个月建成。
该项目一期建设2200个高密机
柜，总投资额约7亿元，致力于
打造成为中国西部地区高等级、
高安全、高可靠的云计算数据中
心之一。

作为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
有限公司“量身定制”的数据中
心，中国电信两江腾龙数据中心
是中国电信携手腾龙控股探索个
性化IDC（互联网数据中心）机房
定制建设模式的首个成功案例。
同时，也是腾讯在西南地区布局
数据中心落下的一枚重要棋子。

该数据中心一期项目，完全按照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的交付要求进行建设，能够为互
联网龙头企业提供更专业、更可
靠的服务。

中国电信两江腾龙数据中心
二期项目建设也于当天正式启
动，预计最快于今年年底建成投
运。据悉，二期项目占地面积约
37亩，投资额达到13亿元，将高
标准建设4500个机柜的最高等
级数据中心。

据悉，截至目前，两江新区云
计算产业园已经汇聚了腾讯、浪
潮、万国数据、腾龙、中国电信、中
国联通、中国移动、重庆有线、两
江云计算九大数据中心，成为西
部地区最集中、规模最大的云计
算产业园之一。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中国电
信两江腾龙数据中心建成投用，
重庆的数据中心服务能力得到进
一步提升，这将为重庆发展大数
据云计算产业、构建数字经济体
系提供重要支撑。

中国电信两江腾龙数据中心投用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6
月1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科技
局获悉，重庆市电力行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重庆市技术转移服
务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8家联盟
获批成立，将加快推动我市解决
行业共性关键技术，实现高质量
发展。

据了解，此次获批的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涉及电力、技术转移
服务、知识大数据服务、工业互联
网、绿色制造、智慧能源、虚拟现
实、电子8个行业领域，由企业、
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建立，对于
整合产学研用创新资源，提升产
业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比如，重庆市工业互联网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是由重庆邮电大
学牵头建立，该校牵头承担了一
批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国家级和省
部级项目，拥有一系列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核心关键技术，获授
权发明专利65项（其中国际PCT
专利8项），并主导和参与一系列
相关国际/国家标准制定。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获批建立的技术创新联盟还
将进一步细化和落实好组建方
案，建立良好的运行和激励机制，
强化在制订技术标准、编制产业
技术路线图、加快技术转移和成
果转化、创新团队建设等方面的
重要作用；进一步深化产学研、上
中下游、大中小企业的紧密合作，
促进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

“我们也鼓励联盟承担国家、全市
重大科技计划和任务，加快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推动科技
创新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据悉，目前全市高新技术领
域的市级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已有
18家。

我市新增8家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大山深处的重庆綦江区新盛镇石
桥村，75岁的袁后立一早就来到村便民
服务中心的一间挂着“分钟法律诊室”
牌子的办公室值班。

现在，退休教师袁后立的新身份是
“分钟法律诊室”的和议员，负责值班
“接诊”，第一时间化解矛盾纠纷。

綦江，曾经的矛盾纠纷高发区，在
村级单位设置“分钟法律诊室”，从和议
员开展一级和议，到村支两委启动二级
和议，再到乡镇街道党委政府主导三级
和议，自下而上，层层过滤，将矛盾纠纷
化解在基层。

一级和议：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阵阵激烈的争吵声，打破了石桥村
的宁静。

“姓王的是故意烧死我的桂花树，
他还凶得很。”村民税正其怒气冲冲地
打电话给“分钟法律诊室”。

正在值班的袁后立不敢怠慢，立即
赶到事发现场。原来，王明备将院坝内
的干草烧掉沤肥，却不慎引燃了邻居税
正其家的桂花树。两人因此爆发争吵，
险些大打出手。

先安抚好双方情绪，再实地查看，
全面了解事件经过，对双方进行调解
……老袁是德高望重的退休教师，他的
话两人都信服。最终，王明备赔礼道歉
并赔偿损失，税正其也不再追究，双方
握手言和。

“‘分钟法律诊室’参考‘110’的接

警模式，由和议员轮流值班，接到村民
‘报警’后，和议员要在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开展一级和议，缩短群众诉求解决
的时间。”綦江区法学会秘书长邹健说。

如今，村民们遇到矛盾纠纷就找
“分钟法律诊室”已成为常态。

去年7月，石壕镇万隆村村民王文
明到“分钟法律诊室”反映，一家企业
2017年安装排污管道时，占用其土地
约0.3亩，却未给予补偿。

和议员万学华立即展开调查核实，
并组织王文明和企业代表进行调解，经
过解释疏导，双方当场按照每年每亩地
250元的标准签订了补偿协议。

“村里的矛盾纠纷看似不大，一旦
发酵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邹健说，一级
和议由和议员实施，他们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是一种以德治为支撑的化解方式。

一级和议将大部分矛盾纠纷化解在
萌芽状态。2017年10月至今，綦江区共
建立“分钟法律诊室”93个，共有和议员
2034名，介入处置矛盾纠纷8500余件，
其中一级和议化解矛盾纠纷占61.3%。

二级和议：群众自治的重要平台

一级和议无法解决的矛盾纠纷，则

需要二级和议出马。
二级和议由村支两委组织实施，由

村干部、综治专干、和议员和当事人参
与，以群众自治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去年初，石桥村计划修建一条村级
公路，解决群众出行难题，同时推动村
集体产业发展，但前期工作的推进却面
临重重困难。

修路资金需要50万元，除去从上
级争取到的40万元，仍有10万元缺口，
村里计划由村民们以投资投劳的方式
解决。

对此，公路沿线直接受益的村民表
示支持，但90多户村民因家离公路较
远而拒绝出资。修路事关重大，涉及村
民较多，和议员多次上门协调，始终难
以达成一致意见。

最终，事情被交到了二级和议。村
支两委组织村干部、老党员、村民代表、
和议员等召开座谈会，协商制定出“直
接受益者每户出资，沿途村民出地不出
资，边远村民自愿捐资”的筹资方案，并
在社员大会上顺利通过。

如今，这条关系到村民出行和产业
发展的公路已顺利贯通。

“村委会是基层自治组织，二级和议

在村支两委的主导下，引导群众参与重要
民生政策和重大项目建设讨论实施，是群
众通过自治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平台。”
綦江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雷德环说。

三级和议：法治手段化解矛盾纠纷

一级和议与二级和议未能化解的
矛盾纠纷，则由乡镇街道党委政府主导
三级和议，通过法治手段予以化解。

去年，綦江区新盛镇至横山镇大坪
村的公路开工建设。“我的土地属于房
屋宅基地自然界和滞留地，应该比耕地
补偿金额要高。”石桥村村民李应池拒
不配合公路修建。

最初，和议员多次上门给李应池做
思想工作，后来村社干部、综治专干等
人到李应池家说理，均收效甚微。

在此基础上，新盛镇党委政府启动
三级和议。镇党委书记朱鸿带上相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组织村社干部、法律
界人士、群众代表和李应池本人召开院坝
会，对现行国家政策法规予以解释说明。

“李大姐，根据国家政策规定，现在
已经没有房屋宅基地自然界、滞留地、
耕地之分了，补偿要按照统一的标准执
行。”朱鸿说。

“修路是大好事，既然国家政策是
这样规定的，我一定支持。”李应池心服
口服，表态积极配合公路修建。

统计数据显示，綦江区“三级和议”
机制化解矛盾纠纷成功率达100%，全
区信访量大幅下降，2018年全区信访
5001人次，比2017年下降44.3%。

“‘三级和议’机制既是化解矛盾纠
纷的有效举措，也是推动德治、自治、法
治‘三治融合’的有效载体，也是党委政
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有效通道，将为乡村
振兴注入新动力。”綦江区委书记袁勤
华说。 （新华社重庆6月14日电）

“三级和议”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重庆綦江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新华社记者 栗建昌 徐旭忠 赵宇飞

■一级和议由“分钟法律诊室”的和议员调解，将大
部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二级和议由村支两委组
织实施，由村干部、综治专干、和议员和当事人参与，以
群众自治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三级和议则由乡镇街道
党委政府主导，通过法治手段予以化解。

■统计数据显示，綦江区“三级和议”机制化解矛盾
纠纷成功率达100%，全区信访量大幅下降，2018年全区
信访5001人次，比2017年下降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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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出让年限商业40年、办公40年、住宅50年、工业50年予以公告，公告
时间为2019年6月15日12：00－2019年7月5日12：00。公告时间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将择日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公告时间内
有1家申报的，将挂牌出让。招标拍卖日期另行通知。请有意受让者在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索取出让具体要求和相关资料并进行报名，联系电话：023-63628117，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
栋，联系人：王先生。出让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商业、住宅类

序号 土地位置 用途 土地面积
（㎡） 总计容建筑面积

（㎡） 最大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备注

19106

19107

备注：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

巴南区界石组团N分区N05-1/
04、N05-2-1/04号宗地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I标准分区I32-
01/06号宗地

二类居住
用地

二类居住
用地

80053

32623

≤120079.5

≤65246

≤35%

≤35%

≥35%

≥30%

78293

37974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
实习生 董豪）重庆拥有目前国
内唯一的无菌猪培育与转化应
用平台，无菌猪年培育量全球
第一。6月12-13日，第十八届
中国西部实验动物管理与学术研
讨会暨首届中国实验动物学会无
菌动物专委会年会在渝召开。会
上，重庆市畜牧科学院与成都达
硕实验动物有限公司签约，就无
菌猪培育设备开发相关技术进行
了专利转让。

据介绍，在国家重大研发计
划等项目和市科技局的支持下，
市畜牧科学院成功培育出人源

化抗体猪、无菌猪等多项应用
于抗体生物医药产业的原创性
实验动物成果，填补了国内空
白。

重庆市畜牧科学院生物工程
研究所所长葛良鹏称，无菌猪是
一种不含任何微生物的特殊模式
动物，其研究结果可用于儿童疫
苗、婴幼儿奶粉质量评价、特殊病
人膳食产品开发以及早产儿的健
康研究等。经过多年的技术攻
关，重庆已成功突破了无菌猪培
育核心关键技术，自主研发出无
菌猪饲养隔离器，在国内实现无
菌猪的规模化培育。

重庆成功突破无菌猪培育核心关键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