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处三峡库区腹地的重庆忠县境
内，茫茫橘海中挺立着一棵特殊的柑橘
树。树前石碑上写着“奠基树”字样，它
是22年前由当地引进的第一粒种子培
育而成的柑橘树。

享有“中国柑橘城”美誉的忠县，从
一粒种子起步，如今已拥有数十万亩橘
海，形成鲜冷橙汁等完整的深加工产业
链条，并打造国家级田园综合体，推动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走出一条“从一粒种
子到一杯橙汁再到一座公园”的农业供
给侧改革之路。

从一粒种子到一片橘海

中国是世界柑橘原产国，忠县所处
的三峡库区是世界公认最适宜种植柑橘
的地区之一。

1200多年前，诗圣杜甫游览忠州
（现忠县）大禹古庙后，挥笔写下“荒庭垂
桔柚，古屋画龙蛇”的诗句；白居易任忠
州刺史期间，带领百姓开山、修路、种果，
种的正是柑橘。

然而，由于品种单一、生产方式落
后，柑橘迟迟未能带动当地脱贫致富。
直到1997年，忠县引进美国施格兰公
司，与重庆三峡建设集团合作实施三峡
柑橘产业化项目，种下现代柑橘产业的
第一粒种子。

“从那以后，忠县柑橘逐渐向现代化
生产转化。”忠县果业局局长熊长春说，
柑橘品种从美国引进，同时加以自主研
发，育苗使用脱毒容器、栽植由经纬仪放
线分区定植，忠县柑橘品种、育苗、建园
等均通过国际采标确认。

一粒种子已成长为一片橘海。全县
柑橘种植面积达到35.6万亩，并形成早
中晚熟配套的品种体系，确保四季均有
鲜果批量上市。2008年，中国果品流通
协会授予忠县“中国柑橘城”称号。

在长江之畔的涂井乡友谊村，登上
观景台极目远眺，一望无际的橘林随群
山起伏似海。著名作家马识途返回忠县
老家时，被这幅美景所震撼，欣然题写

“三峡橘海”四个大字。
如今不只是友谊村，“半城山水满城

橘”已成为忠县特有风景：墨绿连绵，金
橘满枝，漫步其间，既能享耳目之娱，又
能饱口腹之欲。

从一杯橙汁到“榨干吃尽”

在重庆派森百橙汁有限公司车间，
新鲜柑橘经过清洗、分级、榨汁、消毒等
程序后，摇身一变成为橙汁，存入密封袋
冷藏。

“柑橘从采摘到加工成鲜冷橙汁必
须在24小时内完成，才能保证色泽、口
感和品质。”重庆派森百橙汁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沈洋说，派森百橙汁已跻身国宴
饮品，并在国内多个大中城市销售，也出
口到日本、韩国等国家。

如今，忠县已形成“从一粒种子到一
杯橙汁”的加工产业链。熊长春说，全县
已培育出派森百橙汁有限公司等加工企
业，实现加工柑橘5万吨，生产橙汁2万
吨，加工产值6亿元。

橙汁，只是加工产业链的起点。柑

橘加工产生大量皮渣，填埋处理容易产
生污染。忠县选择科研攻关，先后投入
3000多万元研发柑橘皮渣处理工艺。

人见人厌的柑橘皮渣也成了加工产
业链的重要一环。在忠县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皮渣经过酸提、碱提、提纯等复杂
工序，提取出来的淡黄色粉状的橙皮甙
身价倍增——它是抑制肿瘤的药物原材
料。

橘皮甙也不是这条链条的终端。沈
洋说，提炼完橘皮甙等多种产品的皮渣
废料，最终可生产成有机肥，再卖给农户
或企业种植柑橘，完成“从果树里来，到
果树里去”的绿色循环。

“榨干吃尽，是忠县拓展柑橘加工产
业链的目标。”熊长春说，除橙汁、橘皮
甙、有机肥之外，忠县的柑橘产品还包括
精油、果酒、橘蓉等10余种，全产业链目

标基本实现。

从一片橘海到一座公园

前不久，3000多名马拉松选手汇聚
到忠县新立镇。裁判一声枪响，选手们
浩浩荡荡从新立镇起跑，穿越万亩橘园，
闻着沁人心脾的橘香，奔跑在色彩斑斓
的赛道上。

与此次“田园马拉松”同时举行的
“忠橙”文化旅游节，摄影大赛、摸鱼比
赛、柑橘采摘等20余项活动，吸引全国
近30万游客涌入新立镇。

其背后是忠县发展柑橘产业的新目
标，即建设“三峡橘乡”国家级田园综合
体，在柑橘种植业和加工业基础上，发展
文化旅游，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两年前，“三峡橘乡”获批全国首批
国家级田园综合体试点项目，涵盖新立
镇、双桂镇的10个村（社区）。如今的

“三峡橘乡”俨然一座柑橘主题公园。
古朴的巴渝民宿掩映在万亩橘海

中，马拉松廊道、慢行步道蜿蜒起伏。游
客可采摘新鲜柑橘，体验橘乡特色民宿，
也可在柑橘品种博览园观赏大如西瓜、
小如金豆的数百个柑橘品种，在橘艺手
工坊亲手榨出一杯橙汁……今年前三季
度，“三峡橘乡”共接待游客102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5830万元。

果农的增收渠道因此得以拓宽。新
立镇文笔社区村民伯志油算了一笔账：

“以前，我的500多亩柑橘主要卖给经销
商，年产值约150万元；田园综合体建设
后，我同时发展采摘、农家乐等，去年仅
旅游收入就达120万元，总产值达350
万元。”

数据显示，忠县柑橘综合产值已超
过36亿元，占全县农业总产值近四成，
亩产值超过1万元，带动全县20万果农
致富，人均年增收超过1.3万元。

新华社记者 李勇 徐旭忠 赵宇飞
（新华社重庆11月11日电）

一粒种子 一杯橙汁 一座公园
——“中国柑橘城”忠县的农业供给侧改革之路

这是紧靠长江的忠县现代化柑橘基地果园——三峡橘海（10月22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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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
钧 实习生 王天翊）11月11
日，重庆中科云从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云从科技）发布消
息称，该公司与中科院信息工
程研究所葛仕明研究员团队联
手，在近日举办的ICCV 2019
国际计算机视觉大会Vision
Meets Drone:A Challenge
挑战赛上，获得Task3“单目标
跟踪挑战（SingleObjectTrack-
ing,SOT）”冠军，并刷新此项目
的世界纪录。

这是继今年3月跨镜追踪
（ReID）、3D人体重建技术、自
然语言处理技术分别创造世界
纪录后，云从科技在人工智能
领域再一次领跑全球。同时，
这也是云从科技第十四次获得
世界冠军。

ICCV 2019国际计算机
视觉大会由 IEEE主办，与计
算 机 视 觉 模 式 识 别 会 议
（CVPR）和欧洲计算机视觉会
议（ECCV）并称计算机视觉方

向的三大 顶 级 会 议，属 于
CCF A类会议。

此次无人机目标检测挑
战赛，需从无人机获取的视
觉数据中进行物体检测和跟
踪，吸引了中科院、清华大
学、马里兰大学、伊利诺伊大
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云从科
技、三星研究院等近百支队
伍参赛。

本届挑战赛包含 4个任
务，云从科技和中科院组成
的联合研究团队参加了“任
务 3：单目标跟踪挑战”。本
届赛题难点诸多，联合研究
团队不仅要处理训练集、验
证集、测试集等大量数据，还
要克服数据中的低分辨率、
长期遮挡、相机运动模糊等
困难。经过反复训练与测
试，联合研究团队最终提出
了改进的精确目标状态估计
算法：ED-ATOM，在众多参
赛队中脱颖而出获得冠军，
刷新了世界纪录。

云从科技联手中科院
夺得无人机目标检测冠军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
11月 11日，重庆市“中国芯”
产业链数据化发展交流会在仙
桃国际大数据谷举行。会上，

“优软云”电子产业综合服务平
台挂牌。

作为一个以互联网技术
协助产业升级打造的电子产
业综合服务平台，由英唐智控
打造的“优软云”致力于为中
小企业提供金融、交易、管理、
研发、制造、产业链升级等服
务，让企业研发、生产、销售更
简单，融资、管理不再难，企业
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就像网购
一样高效便捷。今年 8 月，

“优软云”签约落户仙桃数据
谷，作为西南总部开展研发和
市场业务，此次挂牌也代表其
正式在渝落户。

英唐优软云总经理陈亚
荣表示，此次“优软云”在重庆
正式挂牌落户，将整合英唐智
控在电子信息领域深耕多年
的全产业链优势资源，在西部
打造电子产业互联生态平台，
主要发展六大板块的业务：一
是UAS软件、MES制造执行
系统、EAOS自传运营系统的
推广应用，提高企业的生产管
理效率；二是数据云服务平
台，帮助仙桃数据谷等园区、

企业实现透明管理、清晰决
策；三是发展电子商城交易，
让重庆的芯片产品远销全国
各地；四是供应链代采；五是
互联网制造；六是行业保理整
合业务。

“通过这些业务的尽快落
地，我们将以‘优软云’为基础
工具，促进‘中国芯’在重庆的
迅速发展，形成重庆独有的电
子产业大数据，提升重庆电子
产业国际竞争力。”陈亚荣说
道。

渝北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渝北区正在规划建设百
亿级集成电路（IC）设计产业
园，已快速集聚ARM、高通等
集成电路企业20余家，构建中
的“80家集成电路设计+1家
晶圆制造+10家封装测试+1
家高端研究机构”渝北集成电
路产业创新生态圈正在加速推
进。“优软云”的落地，将为渝北
乃至重庆的电子信息企业发展
注入全方位的产业服务。渝北
区也将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鼓励大胆创新，从研发支
持、技术平台、资源整合、人才
培养等方面不断营造良好的产
业发展氛围及营商环境，推动
渝北及重庆电子信息产业的发
展。

“优软云”电子产业
综合服务平台在渝挂牌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王天翊

在第二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以下简称智博会）前开园，并在智博会
上大放异彩的礼嘉智慧公园，如今是个
什么情况？

11月8日，重庆日报记者前往礼嘉
智慧公园采访，发现其依然大受欢迎，前
来打卡的市民和游客络绎不绝。两江产
业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礼嘉智慧公园
于今年8月21日开园试运营，截至11月
7日，已接待18万人次。

目前，礼嘉智慧公园正将第二届智
博会上展出的一些“黑科技”落地到公园
里，公园内的智慧体验项目再次“进化”。

陆续新增20个体验项目

“哇，电脑说我天生丽质。”11月 8
日，在礼嘉智慧公园南区入口处，一台智
能人脸结构画像显示屏吸引了不少游客
驻足体验。

重庆日报记者在显示屏上看到，游
客只要将脸对准屏幕，就能较为准确地
显示出年龄、发型、装束等基本画像信
息，系统还为游客的画像结果“俏皮”地
下了一个结论：29岁的女性是天生丽质，
43岁的男性被称玉树临风，31岁的男性
是年轻有为。不知不觉被“讨好”的游客
们哈哈一笑，“这个画像好‘聪明’，好智
能。”

这是依图科技在智博会上展示的人
脸画像系统，智博会后，两江产业集团将
这个项目引进到礼嘉智慧公园，方便游
客体验、感受。

而在5G馆A馆，划拳机器人正在角
落处等待着与游客玩石头剪刀布游戏。
该机器人由重庆移动提供技术支撑，利
用5G的低时延特性对体验者的动作做
出预判，并输出对应手势。

两江产业集团董事长李毅介绍，第
二届智博会展场“黑科技”琳琅满目，两
江产业集团接洽了其中30项，通过论
证，先选择了其中20项落户礼嘉智慧公
园。人脸画像系统，划拳机器人、智慧画
框及智能冰箱等4个项目已落地，其余
如指挥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下棋机器
人、仿生机器鱼等项目正在陆续运输、安

装、调试中，预计在年内可以与市民见
面。

对环境“零”污染“零”破坏

不同于一般的建设项目，礼嘉智慧
公园以“三白一金”生态公园为本底，无
论是建设，还是改造升级，都把对环境的
影响降到最低。

李毅介绍，礼嘉智慧公园沿江依山
而建，以白云山、白云寨、白云湖、金海湾
4个生态公园为本底，不仅保留了300多
年历史的白云寨遗址，更在区域原有自
然生态特色的基础上，突出江、山、湖的
空间联系，于青山绿水之间打造陵江次
元、云尚花林、极客社区、湖畔智芯、创新
中心五大区域，彰显美丽江湾景致和山
水之城魅力。

由此，礼嘉智慧公园在施工过程中，
还需要保证对环境“零”污染“零”破坏。

其实早在公园建设时，施工方就坚
持环保作业，保留白云山、金海湾等生态
公园的自然风景，精选重点部位进行提
档升级：在尘土污染控制方面，及时对施

工现场裸土进行覆盖，调配多台洒水车
和雾炮车昼夜洒水降尘；在噪音控制方
面，采用低分贝工程机械进行作业；在污
染物防控方面，现场设置沉砂池、生化池
和隔油池，污水经处理后集中排放市政
管网，让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
低。

在礼嘉智慧公园“进化”期间，除少
量建筑部位按规定封闭施工外，4个公园
始终保持对市民开放。

现场竖立起第三届智博会
倒计时牌

“公园所有场景不是在展示中体
验，而是在体验中展示，一景一科技，
一科技一体验，从细节中展现智慧。”
李毅表示，礼嘉智慧公园坚持人文与
科技交汇、生态与智慧融合，实现生态
优先、以人为本、产城融合，引领智慧
生活新方式。

今年10月18日，重庆市青少年智能
化教育基地暨两江新区青少年智能化教
育基地在礼嘉智慧公园挂牌，标志该公

园将成为重庆青少年培育智能化思维的
载体。

市教委主任舒立春认为，礼嘉智慧
公园是智博会的实体运用场景之一，未
来将持续建设成为最前沿、最时尚、最智
能的全方位未来生活体验区。希望能够
吸引更多青少年走进园区，感受智能产
业和智慧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和智能技
术带来的创新创造，为培养广大青少年
智能化思维模式，提升我市青少年智能
化教育水平提供重要支撑。

李毅表示，礼嘉智慧公园将以创新
带动创新，高质量高水平打造城市集中
智能化场景体验平台，打造一个永不落
幕的智慧舞台。

记者在负责智慧公园建设运营的礼
嘉工程中心看到，这里已竖立起了第三
届智博会的倒计时牌。

“我们已开始为第三届智博会做准
备，相信随着一年一届智博会的举办，礼
嘉智慧公园呈现的智慧体验项目将越来
越丰富，而礼嘉智慧公园所描述的蓝图，
也将逐渐进入我们的生活。”李毅说。

智博会上“黑科技”陆续落地进园

礼嘉智慧公园再“进化”

▲礼嘉智慧公园沿江依山而建，是科技智慧与绿色
生态结合的现代公园。（本报资料图片）

◀划拳机器人在和市民互动。（本报资料图片）
（本栏图片由记者张锦辉摄）

本报讯 （记者 陈波）
11月8日至11月10日，公益
福彩·第十四届中国（重庆）老
年产业博览会暨2019美好生
活嘉年华（以下简称老博会）举
行。据主办方介绍，本届老博
会组织邀请了美国、日本和加
拿大等9个国家和地区，北京、
上海和浙江等17个省市以及
重庆市内29个区县逾700家
企业参展，三天参观人数32.6
万人，累计成交金额4357万
元，签订了23个重大项目，签
约金额达375亿元。

会上，重庆市民政局与四
川省民政厅、贵州省民政厅签

订了加快渝川黔养老服务协同
发展的战略框架协议。本届老
博会共举办了30余场配套活
动，如重庆养老服务智库专家
首届年会、养老先锋国际论坛
和养老思想者大会等会议，20
多位国内外养老领域知名专家
为重庆养老服务业发展建言献
策。会上还评选出了重庆首批
星级养老院、重庆“最美护理
员”。

此外，本届老博会打造的
智慧养老体验厅，以及逾千种
养老产品亮相，集中展示了新
时代养老创新实践和服务成
果。

重庆“老博会”三天
累计成交金额435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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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红苕粉为村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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