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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特色高效产业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9月20日，走进合川区三庙镇凤山
村，连绵的山丘孕育着近1500亩无花
果基地，颗颗圆润饱满的无花果挂满枝
头，村民们正忙着采摘，眼前是一片繁
忙的丰收景象。

凤山村是市级贫困村，地处龙多山
台地，土地贫瘠。作为我市“三变”改革
试点村，2017年，由合川区级农业龙头
企业重庆瑞高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三
庙镇共同注资，成立瑞凤无花果种植合
作社种植无花果，通过土地流转、产业
扶贫资金入股，构建“公司+农户（贫困
户）+集体经济”利益联结机制，凤山村
260户农户和全镇455户建卡贫困户
（含已脱贫享受政策贫困户）均成为合
作社股东，按年享受入股收益。

“现在我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每月
还能拿稳定工资，日子越过越滋润。”已
脱贫的村民秦德生笑逐颜开地算起丰
收账，凭借土地入股、分红、务工3份收
入，他年均收入约2万元。

如今的凤山村土坡荒山变“金山银
山”，无花果变成“致富果”，2019年有望
实现股金分红22.75万元，贫困户户均增
收500元。以“三变”改革为牵引，这只是
合川释放产业扶贫新效能的一个缩影。

2019年上半年，合川区投入684

万元产业扶贫资金，成立了7个产业扶
贫技术指导组，落实了1504名产业指
导员，帮助4350户贫困户发展产业；10
个贫困村发展花椒、柑橘等产业1.1万
亩，在产业带动下，越来越多村民鼓起
腰包。

产业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共
振点，合川区牢牢牵住产业“牛鼻子”，
突出发展粮油、畜禽、蔬菜、水果、水产
五大产业，培育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业、农产品加工业两大业态，推动农
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产业兴起来，农民富起来，以产业
兴旺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美丽画卷正
在合川大地徐徐展开……

打造优质农业品牌
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金秋时节，合川区大石街道竹山村
香提多葡萄园硕果累累，满园飘香，驱
车前往采摘“農柯”香提多葡萄的游客
络绎不绝。今年，该基地迎来了15万
斤丰产，产值达200万元。

“只种老百姓放心的良心产品。”41
岁的香提多葡萄园负责人马快说，这不
仅是产品受欢迎的原因，也是他从事农
业以来一直的初衷。

2012年前，一直在广东做进出口
贸易生意的马快返乡创业，成立了重庆
三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大石街道竹
山村流转150余亩土地建起香提多葡

萄园，发展以高品质鲜食葡萄为主，立
足于现代观光葡萄、循环农业、现代科
技葡萄示范基地。

通过几年深入学习并结合葡萄园
实际情况，马快总结出一套在重庆高
温高湿气候条件下葡萄栽培管理实用
技术。为保证产出高品质葡萄，他严
格将每亩产量控制在1500斤以内，并
全部采用了生态绿色技术管理，其中8
个产品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農
柯”香提多葡萄的品牌培育历经4年
时间，2018年获“重庆市名牌农产品”
称号。有了经济效益好、带动辐射强
的好品牌，香提多葡萄园接待游客量
持续飙升。

在合川，除了“農柯”香提多葡萄，
众多质优绿色、充满本土味道的品牌农
产品同样成为消费者的“香饽饽”。

品质铸就品牌，品牌赢得未来。近
年来，合川区大力实施农业品牌战略，
把品牌建设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
助推器，通过建设完善农业品牌管理、
品牌培育、品牌基础、品牌营销四大体
系，不断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知
名度。

截至目前，合川区有重庆名牌农产
品14个、“巴味渝珍”授权产品13个、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1个、农业相关国家
驰名商标4个、地理标志商标13个、地
理标志产品1个、中华老字号1个、重庆
老字号10个、传统手工技艺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18个，有效期内“三品一标”
达262个。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乡村蝶变美如画卷

精巧别致的农家小院，绿树掩映的白
墙黑瓦，干净整洁的乡村道路……村落静
美，民风淳朴，合川区钱塘镇大柱村在浓
浓秋意中展现着乡村里的诗情画意。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我们居住的
家园越来越美，生活别提有多舒心。”大
柱村村民杨珍贵谈到村里的变化感慨
不已。

通过持续开展“三清一改”整治行
动、垃圾分类处理、旧房提升、院落环境
整治等，大柱村的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
善。同时，大柱村将文化融入到乡村建
设过程中，内外兼修不断涵养乡村风尚。

大柱村并非一枝独秀，合川的乡村
正实现美丽蝶变。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合川坚持“美村”导向，围绕厕所革命、
农村垃圾、生活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整
治提升等方面打出农村环境整治“组合
拳”，天蓝、水清、地净、村美，绘就合川
村庄的底色，一幅让老百姓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感觉到自然舒适、留得住美
好记忆的美丽画卷日渐清晰。

目前，合川通过梯次推进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已完成28个场镇管网建设；
加快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改造建设农村
厕所4.1万户；整治提升村容村貌，改造
农村危房1404户，新增村庄绿化面积
10公顷，创建绿色示范村庄20个。

合川正以美丽的姿态，全方位提升
村民生活品质，推动人居环境由“一处
美”“一时美”向“一片美”“持久美”转变。

合川 村美民富产业旺 乡村振兴奏华章

风吹稻浪遍地金黄，硕果
满枝瓜果飘香。

金秋时节，三江沃野，处处
是丰收的胜景。合川大地，处
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广大农
民的辛勤耕耘得以丰厚的回
馈，他们忙收获、庆丰年，喜迎
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今天农民丰收，已不仅仅
是“仓廪实”“粮满仓”，更体现
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各个方
面。合川区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为引领，在发展农业产业、培
育农业品牌、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等方面持续发力，为农业长
久丰收、农民持续增收注入强
劲动能。

在合川，一曲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乐章
正在奏响。

金秋高唱丰收歌，合川大地欢
乐多。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合
川区龙凤镇经堂村作为重庆“3＋
7＋N”庆祝丰收节活动的重点乡村
之一，以“庆贺丰收·喜迎国庆”为主
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特色农产品展示暨龙多山旅
游推介会对区内特色农产品进行推
介，开展龙多山旅游宣传推介，吸引
周末及国庆期间近郊自驾游客前往
旅行。

●“印象·丰收”体验丰收亲子游
组织小朋友和家长免费绘画、制作手
工、共享美食等活动密切亲子关系。

●“品鉴·丰收”乡土美食体验

布置“乡村驿站”，搭建美食长廊，让
游客享用红薯宴、坝坝席，宣传乡土
饮食文化。

●“畅玩·丰收”体验农耕通过
挖红薯、摘丝瓜等农事体验，红薯地
探宝游戏，留守妇女“双学双比”劳
动技能比赛等趣味项目，尽享丰收
之乐。

●丰收节农产品展示展销对龙
凤镇当地特色农产品及合川区内特
色农产品进行展示展销。

●“欢颂·丰收”暨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文艺汇演邀请龙凤镇老
百姓和演出团体举行文艺汇演，展
现新时代农民风采。

合川“欢庆丰收”系列活动精彩纷呈
链接》》

村民晾晒青草坝萝卜

赵童 刘钦 蓝倩
图片除署名外由合川区农业农

村委员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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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银行重庆分行“专员”进社区把金融知识“送货到家”
日前，2019年重庆银行保险业“金

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
理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活动全
面启动。汉口银行重庆分行及各支行
积极响应监管部门号召，高度重视金
融知识宣教工作，真正地实现了金融
服务到身边、金融服务进家门。

精心出细招
打造网点宣传阵地

汉口银行重庆分行营业部根据本
次活动的要求，制定和实施了具体方
案。“在活动期间，我行指定专人负责，
落实人员参与宣传活动，确保为客户
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金融咨询服
务。”汉口银行重庆分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分行在LED屏上滚动播放本次活
动主口号，在公众教育宣传栏发布宣
传材料，向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发放
宣传资料，现场解答客户对金融知识
的咨询,向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和广大
网民宣传基础金融知识和风险防范技

能，提升其金融素养和风险责任意识，
免受违法违规金融活动侵害。引导消
费者和投资者理性选择、正确使用金
融产品和服务，自觉抵制网上金融谣
言和金融负能量，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以网点为宣传阵地，各支行也全
面铺开了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活动。

渝北支行立足营业网点，不仅向

客户普及如何识别非法集资以及非法
集资的危害和如何防范非法集资的知
识，还讲解了对付非法集资的窍门和
如何利用自有资金进行资产保值。

嘉陵支行则利用客户沙龙活动
实现了宣传活动的开展，9月11日举
办了“欢庆中秋·感恩有您”客户沙龙
活动。在活动中，网点工作人员向客

户发放金融知识宣传折页100余份，
并重点宣传新版人民币、如何识别和
防范非法集资、如何投资理财等金融
知识。

为扩大宣传活动受众面，两江支
行于9月16日到重点客户重庆金锦
骏昌实业有限公司进行了上门宣传
服务活动。活动通过案例展示、发放
宣传折页、现场咨询答疑等形式，为
企业员工重点讲解了支付安全、抵制
非法集资、理财知识等金融知识，并
结合目前正在开展的网络安全宣传
活动向客户重点宣传了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的知识，提高了群众的金融安
全识别能力。

“专员”进社区
深入开展宣传月活动

为扩大宣传普及面，除打造各网
点宣传阵地外，汉口银行重庆分行还
组织金融“专员”深入社区，实现金融
知识“送货到家”。9月11日，汉口银

行重庆分行营业部根据活动的要求，
组织骨干员工深入周边社区开展针对
性的宣教活动。活动中，汉口银行员
工围绕当前“现金贷”“校园贷”等花样
诱贷乱象，非法集资“上网跨域”新特
点、电信诈骗、虚假金融广告等违法违
规金融活动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宣
讲和普及，引导广大金融消费者讲诚
信、守底线、不制造、不传播金融谣言，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九龙坡支行则于中秋佳节来临之
际走进社区，在绿韵康城小区开展了
金融知识进万家宣传活动。活动中，
针对各种诱贷乱象和违法违规金融活
动，支行员工进行了案例警示、风险提
示和普及教育，充分向社会公众揭露
其犯罪手法和主要特点，提醒消费者
注意保护个人金融信息，提高风险防
范意识和能力。同时为有兴趣的小区

居民提供金融产品咨询服务，根据受
众人群的知识接受程度确定具体宣传
教育内容。

南岸支行开展了主题为“保持冷
静 珍惜幸福 远离非法集资”的公众教
育服务活动。支行宣传小队在周边步
行街进行宣传活动，宣传成员向路过
的市民普及金融知识并强调非法集资
风险防范的重要性等。

开学季期间，璧山支行结合开学
季活动到网点周边的阳光100小区积
极开展金融知识宣传，得到一致好
评。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支行来到
网点周边的璧兰河一号、冰河印象等
小区，开展宣传活动。

据汉口银行重庆分行相关负责人
透露，分行接下来将持续通过各个渠
道发布金融知识宣传信息，切实加强
消费权益保护工作，提高消费者对金
融新业态的认知和理解，增强消费者
的风险防范意识，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李海霞 李若雪
图片由汉口银行重庆分行提供

金融知识宣传活动现场金融知识宣传活动现场

“安得广厦千万间”，这是中国人
最重要的家国梦想之一。在70年筑
梦前行的历程中，随着人民收入水平
的提升，百姓住房实现了从“居者忧其
屋”到“居者有其屋”，再到“居者优其
屋”。

一代代的人居产品，不断地改变
着重庆人民的生活，也改写着重庆的
楼市。其中，碧桂园重庆区域作为有
质量、有规模的房产开发样本，为重
庆人居的高质量发展不断贡献己力。

以品质和规模
实现跨越式增长

从重庆长寿的首个楼盘，到大重
庆区域的40个项目；从最初的三四线
城市到主城与区县并举，再到大重庆
的大范围覆盖……每进入一个区域，
碧桂园重庆区域坚持以工匠精神建造
高性价比的房子，并辅以生活、教育、
医疗、旅游、创业等方面的综合配套。
2007年入渝至今，碧桂园重庆区域已
经在重庆开发了天玺、嘉誉、樾千山、
麓铭府等多个精品项目。

从进入重庆到扎根重庆，碧桂园
重庆区域用产品和实力来与市场对

话。据克而瑞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
碧桂园重庆区域大重庆销售金额达
172.66亿元。

与追求规模和效益相比，碧桂园
重庆区域更看重的是把利益让给客户
和业主，与不少开发商做高房价的路
线迥异的是，碧桂园重庆区域始终坚
持走亲民路线，建造高质量“老百姓买
得起的好房子”。

“在这里，碧桂园为我们提供的不
仅仅是房子，还有和谐美好的生活环
境和温暖贴心的生活服务，再加上其
他方面的配套，可以从不同层次上满
足我们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业主张
女士说，自己选择碧桂园正是因为被
碧桂园优越的住房品质、优美的小区
环境以及合理的价格定位深深地吸
引。

与城市共繁荣
多元发展已具雏形

2019年，碧桂园提出新的业务架
构，即“三驾马车”——地产、机器人、农

业，碧桂园的三个业态将同步发展，协
同发展，去全力提升集团的总体竞争实
力。上半年，三大业务已初具雏形，并
在诸多领域取得快速突破，多元布局齐
头并进，助力碧桂园集团上半年营业收
入、净利润等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碧桂园重庆区域紧随集团步伐，
在住宅板块之外，积极拓展业务航道，

完成了物业服务、长租公寓、智慧社区
建设等板块的部署，同时搭配物业、商
娱、医疗、教育等多维服务资源，满足
消费者的多元居住需求。

围绕高质量发展路径，碧桂园重庆
区域从高质量管控和创新领域布局方
面入手。在质量上，坚持高质量建造体
系，并运用到忠州碧桂园等项目，以建

筑科技创新为内生驱动力，具有提质、
提效、环保、安全等优势，可有效减少渗
漏、空鼓、开裂等房屋质量顽疾。

在创新方面，碧桂园重庆区域以
科技为抓手，创新打造智慧社区系统
等，并于2019年正式在重庆布局长租
公寓，借助多年形成的丰富供应链、产
业链及生态链资源顺势嫁接，打造出

“BIG+寓乐圈”，与包括美的、摩登天
空、凤凰优选、凤鸣空间等进行跨界合
作，创造租住之外的多元应用场景。

碧桂园重庆区域的相关负责人表
示，“产品上，碧桂园始终强调要把安全
和质量放在第一位，每个细节都要经得
起推敲。同时，结合当地消费者或目标
人群偏好进行产品精细设计，做到高质
量管控和科技创新，做实做强。”

以公益为初心
持续为社会输送美好力量

碧桂园集团在保持高质量的同
时，不忘回馈社会，已经累计公益投入

超55亿元。碧桂园重庆区域紧在集
团的号召下，坚持努力回报社会，在教
育公益、精准扶贫、健康公益等方面做
出了杰出贡献。

在教育公益方面，积极开展“烛
光计划”、“欢乐六一·梦想之旅”留守
儿童成长训练营、“梦想碧桂园·百城
公益行”、“衣暖人心·情暖寒冬”等活
动；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方面，推出

“旭光计划”、“用脚步丈量城市的温
度”大型暖城捐步活动、“梦想益行
者，阳光公益徒步”活动；在健康公益
方面，积极开展“星光计划”、公益拾
荒跑等活动，其中星光计划已完成近
9000公里的公益里程，53场公益活
动，惠及3000余人，2500多热心人士
参与。

如今，碧桂园重庆区域的公益已
经成为一项长期、系统、可持续的行
为，并成立了专门的碧桂园重庆区域
志愿者团队，发动员工及社会力量加
入其中，为更多的人带去美好。

如今，碧桂园重庆区域已站在新
的时代节点，向着高质量发展的美好
未来继续前进。

方媛
图片由碧桂园重庆区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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