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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供需平台
打通农产品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9月 5日至9日，巫溪小店陆续收
到山东泰安肥城市消费扶贫订单
16407份、金额347.69万元，这及时解
决了农户农产品销售难题，让他们鼓起
腰包。

“巫溪小店解决巫溪农副产品的销
路问题，通过线上线下平台，进一步拓宽
销售渠道，提高农副产品价值，实现农户
脱贫致富。”巫溪小店相关负责人介绍，
巫溪小店作为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旨
在着力解决巫溪农产品“有产业无链条、
有实体无实力、有产品无商品、有品质无
品牌”的“四有四无”难题，自2018年11
月上线运营以来，目前已有3家实体体
验店。

在巫溪小店实体体验店，巫溪腊肉、
蜂蜜、山核桃……针对消费扶贫开发出
的腌腊制品、山珍佳品、特色干货等八大
系列产品100余件单品深受消费者青
睐。

“今年我们村的蜂蜜成了供不应求
的‘网红’产品，快卖脱销了！”巫溪县长
桂乡万古村第一书记李友兵笑逐颜开
地说，今年5月村里养殖200箱中蜂作
为扶贫产业，17户村民（含11户贫困
户）以资金入股到专业合作社，并注册

“万古珍蜜”品牌，巫溪小店为其免费设
计包装，蜂蜜在市场热卖收入5万元，
按投入比例分红，户均增收 3000元。
让巫溪优质农产品从大山走向大市场，
这只是一个缩影。

2019年以来，巫溪小店收获消费扶
贫订单3万余份、750余万元。同时巫
溪小店利用区域品牌优势，积极推介巫
溪脆李、洋芋、西瓜、高山白菜、酒等进入
重庆主城、河南、上海、山东等地企业，实
现代销300余万元，预计全年巫溪小店
可实现促农增收1100万元以上，其中涉
及贫困户258户，预计带动贫困户增收
250余万元。

加快线上线下融合，畅通山货出山、
网货下网渠道，拓展农产品销路，巫溪依
托电子商务等形式拓展销售渠道，目前，
基本建成县、乡、村三级电子商务公共服
务体系。今年上半年，全县电子商务交
易额突破12.1亿元，同比增长8%；农产
品走俏电商市场，网上交易额突破2.62
亿元；电商人才培训502人次，新增就业

1271人，带动470余户贫困户增收脱
贫。

主动对接市场
签下认购订单畅通农产品销路

初冬时节，走进巫溪县红池坝镇西
流溪，站在基地远眺，绿油油的大白菜一
望无际，菜农胡国太正忙着和工人们有
序收割，将一筐筐大白菜运上收购车，现
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有了签下的大订单，大白菜不愁
卖，这日子有奔头，脱贫我有信心！”胡国
太喜滋滋地说。60岁的胡国太因病致
贫，之前靠家里养的几头牛羊勉强维持
生活。在巫溪苗田果蔬有限公司龙头企
业的带动下，当地发展种植高山蔬菜，胡
国太利用30亩地种植了大白菜，去年4
月他与该公司签订了3年的购销合同，
预售大白菜300吨。

为全力畅通巫溪农产品产销渠道，

巫溪引企业到基地订购商品，利用东西
扶贫协作中山东挂职干部资源，积极引
导20多家企业到巫溪县实地考察消费
扶贫项目。截至今年8月，巫溪鸡蛋、蔬
菜、中药材、马铃薯等产品累计进入山东
销售额达701.91 万元，惠及贫困人口
4794人。

其中，已促成山东寿光市浩志蔬菜
有限公司和巫溪苗田果蔬有限公司成
功签订销售大白菜1800吨、花菜200
吨的消费协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引
入的山东鲁泰食品加工企业与巫溪县
人民政府成功签约并注册，前期建设准
备工作已就绪，预计年内投资将超过
6000万元。建成后，将实现县内注册
资金1亿元的农产品加工规上企业的
零突破。

企业的引入将最大程度解决巫溪农
特产品卖难和加工难的问题。通过主动
对接市场变“以产定销”为“以销促产”，
进一步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打通了
产业扶贫“最后一公里”。

产销无缝对接
形式多样展销活动助山货进城

7月26日，“巫溪脆李李行山东”——
2019重庆巫溪脆李消费扶贫山东行济南
推介会在山东省济南市堤口果品批发市
场举行，这也标志着巫溪脆李正式走进山
东。

推介会现场，质地脆嫩、汁多味香的
巫溪脆李受到济南市民、果商的追捧，还
有中建八局山东分局等企业单位专程组
团前来购买，不到两小时4吨脆李就被
抢购一空。当地数家市场经营者主动要
求签订来年的产品代理合作协议。

消费扶贫成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
愿为、人人皆能为”的事情，为脱贫攻坚
注入强劲的内生动力。近年来，以“消费
扶贫”作为发力点，巫溪县全力搭建农产
品销售“直通车”，组织乡镇、民企参加西
洽会、农博会、渝交会、农商互联大会等
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开通消费扶
贫直通车、开设农产品专柜消费扶贫展
销活动等，集中展示推介贫困乡镇特色
农产品。

其中，举办的“礼好巫溪·消费扶贫”
2019年巫溪县第二届年货节，全县32
个乡镇（街道）、69家企业参展，农产品
种类达100多种，3天累计销售总额达
到 800余万元，同比去年年货节增长
20%。其中线下销售额实现500万元，
线上销售额突破300万元。有超过800
户贫困户的农特产品参与到本次活动
中，户均增收3000余元。四川外国语学
院、三峡职业学院等对口帮扶单位与巫
溪县相关企业签订了总金额40余万元
的农产品采购协议。

巫溪县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农产品
产销对接活动，让贫困群众和帮扶方精
准对接，实现爱心资源配置和社会扶贫
效益的最大化，形成多方共同参与、合力
脱贫攻坚的新局面。

刘茂娇 蓝倩
图片由巫溪县扶贫开发办公室提供

山货出深山 收成变收入

巫溪 消费扶贫闯新路 昂首阔步奔小康

巫溪县地处秦巴
山区最深处，优质的特
色农产品难以逾越自
然、交通屏障，导致好
产品难以走出大山、卖
不上好价钱。为打破
贫困地区农产品“产、
供、销”的壁垒，帮助贫
困户增收，巫溪县在脱
贫攻坚进程中紧盯消
费扶贫环节，积极探索
搭建供需平台、主动对
接市场、产销无缝对接
等模式，构建“产销精
准对接、农企互利共
赢”的消费扶贫格局，
以销促产推动农产品
不断“泉涌”，持续“出
山”，营造全民扶贫大
格局，形成社会扶贫大
合力，加快脱贫奔小康
步伐。

“巫溪小
店”实体
体验店

蒲莲镇贫困户销售蜜柚 农户装箱农特产品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
生 吴志杰）在11月12日举行的2019
江北嘴新金融峰会上，江北区人民政府
同中国金融博物馆集团签定战略合作协
议，将携手打造重庆金融新地标——重
庆金融博物馆（暂定名）。

江北区是重庆的开放窗口，江北嘴
金融核心区是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
互通示范项目、重庆自贸试验区主要承
载地，也是重庆市正全力打造的金融核

心区。江北嘴历经16年的开发建设，
已成功蜕变为金融集聚区、总部经济集
聚区、高端商务承载区、国际化都市风
貌展示区。

而中国金融博物馆集团自2010年
开始，已先后在全国建立了北京国际金
融博物馆和互联网金融博物馆、上海并
购博物馆、宁波中国保险金融博物馆等
近10家博物馆。截至今年3月，博物馆
访客累计已超过300万人次，在金融博

物馆打造上具备丰富的经验。
此次双方拟打造的重庆金融博物馆

位于江北嘴金融核心区，博物馆内将设
置图书馆、金融咖啡等公共空间和场所，
开展包括展演、讲坛、论坛、沙龙等形式
在内的各种金融活动。此外，《金融大讲
堂》《江湖沙龙》《博物馆下午茶》等中国
金融博物馆集团的博物馆品牌，也将落
户重庆金融博物馆。

同时，江北区和中国金融博物馆集

团还将发挥双方平台的优势，每年共同
举办一次具有影响力的高端金融年会，
并通过各种活动打造政府与金融行业、
资本市场以及企业之间的交流平台，反
映行业声音，聚焦行业关注，提升行业影
响。据悉，这一项目将尽快实施落地。

江北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重庆
金融博物馆不仅将成为重庆金融新地
标，还将对重庆文旅产业发展起到一定
促进作用。同时，作为一个金融业交流
的新平台，重庆金融博物馆也将在金融
知识普及与教育、促进金融业交流、推
动金融研究、金融培训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重庆金融博物馆将落户江北嘴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
生 吴志杰）11月12日，2019江北嘴新
金融峰会在重庆大剧院举行，包括诺贝
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芬恩·基德兰德在内
的20余名国内外金融领域专家和机构
负责人齐聚江北嘴，就如何助力新时代
西部大开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长江
经济带绿色发展等话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与探讨，为现场上千名听众带来一场“新
时代、新金融、新活力”思想盛宴。

本次峰会给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
门、金融界等搭建了一个高层次对话平
台，以促进和深化重庆在金融领域的全
球对话与合作。活动中，中国人民银行
研究局副局长陈浩、中国证监会中证金
融研究院副院长马险峰带来了内容丰富
的金融前瞻演讲；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芬恩·基德兰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
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原财政部财政科学
研究所所长贾康等5位嘉宾分享了他们
对新时代新金融的前沿分析研究。

其中，芬恩·基德兰德做了题为《穿
越经济周期，金融力量重塑时代》的主旨
演讲。他表示，金融体系和技术变革、技
术进步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能够
有效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他说：“我非
常高兴地看到，重庆正在主动作为，推动
金融市场的开放。这对于未来来说，更
加前途可期。重庆有潜力推动跨境结
算、跨境金融，为国际交易做结算。”

贾康在《金融改革赋能产业转型升
级》的演讲中表示，以金融创新支持实体

经济转型升级势在必行，以金融多样化
改革形成无缝对接的金融—资本市场势
在必行，逐渐提高直接金融比重势在必
行。贾康认为，江北嘴要打造金融核心
区，一定要注意提高直接金融的比重，以
健康、可持续的政策性融资体系匹配金
融创新的支持和发展。

中国金融博物馆集团理事长王巍在
题为《城市竞争 核心在金融》的演讲中
谈到，重庆未来的金融发展要关注“80
后”“90后”，甚至”00后”的创业者，金融
中心可以尽可能宽容地接纳年轻创业

者，允许他们尝试所有面向金融科技、人
工智能等方面的新兴事物，这样金融中
心才能更有机遇、更有活力。

在“金融支撑，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
发”“金融带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金融示范，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三场
高峰对话环节，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副主任彭兴韵等12位金融行业专家、学
者、企业家畅所欲言，就金融助力新时代
西部大开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长江
经济带绿色发展建言献策，也对重庆如
何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实现经济高质量

发展支招。
“作为西部唯一直辖市，重庆具备很

好的优势，可以在制度上进行突破。”中
钞区块链技术研究院院长张一锋认为，
重庆有其制度方面的优势，可以思考如
何借助这些优势，发展重庆新金融。而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执行总裁杨志国认
为，目前，国家开始进行货币化数字改革
区块链的研究，江北嘴金融核心区可以
思考如何抓住这样的机遇，“金融和产业
要密切结合，才能推动江北嘴真正腾
飞。”

打造国际金融中心重庆正主动作为
2019江北嘴新金融峰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颜安 通讯
员 刘敏)南川区“国家茶叶产业
标准化示范区”创建项目，近日通
过专家组考核验收。这标志着该
区已建成“国家茶叶产业标准化示
范区”。

该项目为国家标准委下达的
第九批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
于2016年底启动创建。3年来，
该区投入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3.4
亿元，围绕茶叶特色产业，建立覆
盖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标准，建
成参考标准和产地环境、生产(种
植)技术等标准子体系12个，共有
标准197个。

南川区依托市农科院茶研所、
西南大学等科研院所，3年来新建古
树茶基地6000亩，发展无性系良种
茶园30000亩，实施低产茶园改造
10000亩。2019年，南川茶叶亩产
量为75公斤，年产茶叶总量达4000
吨，茶叶产业效益突破3亿元，带动
了1.1万户贫困农户实现脱贫。

“创建茶叶产业标准化示范

区,实施标准化生产,是提高农产
品质量安全的最佳途径。”南川区
农业农村委有关负责人说，3年
来，该区创建无公害、绿色、有机、
地理标志农产品等“三品一标”品
牌农产品37个，累计培育“三品一
标”等品牌农产品82个，优质茶叶
产品数量和质量双提高。

“‘国家茶叶产业标准化示范
区’创建，还推动茶旅融合发展和
茶产业转型升级。”该负责人表
示。比如，在大观、木凉、兴隆等
镇，以标准化茶园建设为契机，兴
建茶旅观光景点4个，打造休闲观
光体验式茶园和休闲旅游目的地，
每年吸引上万游客前来采茶、观光
等，茶园变成了观光园、休闲园、科
普体验园等，上百农户变身旅游从
业者，旅游收入达上百万元。

据介绍，该区将继续加大标准
化示范推广，加强品牌宣传力度，
将南川茶叶产业做大做强，力争到
2025年全区茶园面积达到15万
亩，建成全市茶叶产业强区。

南川建成
“国家茶叶产业标准化示范区”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 实
习生 黎胜铭）日前，“通江达海千
里行”行进式全媒体采访活动在两
江新区果园港启动。重庆日报记
者从启动现场获悉，今年1月至10
月，果园港水水中转集装箱吞吐量
已完成8.4万标箱。“重庆-宜宾”集
装箱水水中转公共支线已延伸至
云南水富地区，四川宜宾港90%以
上集装箱在重庆中转。

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港航经营
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更好地发
挥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枢纽作
用，提升长江上游航运服务质量，
改变重庆至四川泸州、宜宾航线
常年航次装箱量不足及单箱成本
居高不下的局面，重庆港务物流
集团深化与长江上游港口及支线
船舶公司的战略合作，于2016年
成功开行“重庆-宜宾”集装箱水

水中转公共支线。
该支线通过采取优惠港口堆

存费、优先装卸、确定专用堆场等
措施，吸引长江上游地区集装箱到
重庆港中转。今年3月，重庆港务
物流集团将公共支线成功延伸至
云南水富地区，进一步拓展对长江
上游地区辐射带动力。

据悉，“通江达海千里行”行进
式全媒体采访活动由中国水运报
社联合中国港口协会长江港口分
会、中国船东协会长江分会、舟山
市港航和口岸管理局共同组织开
展，旨在综合、立体、全面地反映江
海联运发展情况，倾听沿江港口城
市、行业管理部门和企业关于江海
联运发展的经验、意见和建议。重
庆为该活动首站，此后，该活动还
将走进武汉、黄石、马鞍山、张家
港、舟山等港口城市。

今年1月至10月

果园港水水中转集装箱
吞吐量完成8.4万标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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