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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左黎韵

12月3日，巫山县福田镇，漫山遍
野的柑橘树已缀满果实。果林里，去年
刚刚脱贫的熊禹坤正忙着除草、打枝。

“普通柑橘大约在每年11月至12月上
市，而福田柑橘则要待到来年正月之后
才陆续成熟。”熊禹坤给重庆日报记者
算了一笔账，进入丰产期后，一亩柑橘
产值在6000元左右，是种植粮食作物
的三倍。

发展晚熟柑橘，带动村民脱贫增
收，是巫山县依托三峡库区自然优势
开启产业扶贫的一个缩影。巫山依托
三峡库区特有的立体气候，大力发展
柑橘、脆李等小水果，截至目前，巫山小
水果产业体系效益凸显，带动了1.4万
余户贫困户稳定脱贫。

摸清民意
说服村民种下果苗

在脱贫攻坚开展初期，巫山县便制
定了“在海拔300米以下沿江地带种植
以纽荷尔为主的中熟柑橘；在海拔
300—500米的中低山地带种植以默科
特为主的晚熟柑橘，在海拔500—800
米的中高山地带种植巫山青脆李”的发
展思路。

地处巫山北麓的福田镇曾是当地
有名的产煤重镇，熊禹坤就曾在矿厂务
工。2016年，福田镇寻求绿色转型，随
着矿厂的关闭，熊禹坤失去了主要经济
来源，加之他两个小孩正在读书，熊禹
坤一家被精准识别为贫困户。

在福田镇，像熊禹坤这样的贫困户
还有很多。根据县政府拟定的发展思
路，福田镇地处中低山，是发展晚熟柑
橘的重点乡镇。福田镇副镇长吴名波
坦言：当镇干部兴致勃勃上门宣传产
业时，村民们却不买账，好几次吃了闭
门羹。

摸清民意后，镇里重新厘清思路，
制定了新的柑橘产业发展方案：他们从
湖北引入农业公司，动员村民将土地流
转给公司栽种柑橘，村民可在公司务
工，实现“二次就业”。熊禹坤所在的天
宫村是柑橘种植试点村。2016年初，
他将自家3亩土地流转给农业公司，又
在果园务工，这年底，算上流转费和务
工工资，他一共挣了3万余元，实现当
年脱贫。以天宫村为试点，截至目前，
福田镇共在辖区范围内发展晚熟柑橘
1.7万余亩，惠及贫困户1000余户。

“在推动产业扶贫之初，为调动村
民积极性，我们采取了包括选育良种、
完善基础设施、健全利益链接机制等在

内的一系列举措。”该县相关负责人说，
他们对农田水利、村级交通进行了提档
升级，新建高标准农田5万亩、新增节
水灌溉面积2万亩，产业基地基本实现
作业便道全覆盖；此外，通过利用扶贫
资金，他们向贫困户免费发放种苗，有
力保障产业规模的扩大；同时还不断创
新发展模式，形成了农户“联户经营”

“村民入股”“基地带动”等多种模式并
存的发展态势。

科学管护
小水果成“摇钱树”

果苗种下去，如何管起来？巫山的
做法是，加大在农业科技管护方面的投
入，以科技兴农壮大脱贫产业。为此，
他们与市农科院、西南大学、中国农业
大学等专家团队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着力解决了品种改良、种植布局、修枝
剪型、病虫害防治等技术问题。

隆冬时节，被当地人称为“生态宝
贝”的巫山脆李已进入冬管期。在巫峡
镇柳树村，今年夏季，村民谭昌明种植
的 8 亩脆李喜获丰收，平均亩产达
3000斤。“仅靠销售脆李，我今年就挣
了10万余元。”谭昌明掰着手指算账，
笑得合不拢嘴。

谭昌明曾是村里的贫困户。2015
年，扶贫干部到贫困户家中走访，宣传
产业扶持政策，谭昌明听完后干劲十
足，不仅将自家3亩土地全部种上脆李
苗，还将屋后的荒山开垦成果园。

可现实却给他泼了盆冷水。2016
年，他种植的脆李只有小部分挂果，果
品差强人意，根本卖不起价。扶贫干部
到家中走访，帮他找原因。原来，谭昌
明认为脆李易种，平日参加农技培训时

不认真学习，回家后就按照自己的“土
方法”栽种脆李，果树营养跟不上，自然
不结果。找准原因后，镇里立刻找来农
技专家对他进行“一对一”指导，从打枝
疏果到浇水施肥，一个也不落下。去
年，谭昌明种植的脆李终于大面积挂
果，他也成功摘掉贫困户的“帽子”。

谭昌明的成功脱贫与县政府倡导
的科技管护分不开。近年来，通过引进
高层次技术人才、开展农技培训计划，
巫山县逐步构建起县级专业团队、乡
（镇）级技术组织、村级技术骨干的三级
管护人才体系。今年以来，巫山县依托
三级管护人才体系，共培训种植户1.2
万人次，帮助受援对象户均增收3000
元以上。

壮大品牌
小水果插上“互联网”的翅膀

目前，巫山发展柑橘15万亩，种植
脆李23.5万亩。如何拓宽销售渠道，
让巫山水果卖得更远，卖得更好？

“我们首先从品牌建设入手，打造
了‘中华名果’‘脆李之乡’两块金字招
牌，叫响了巫山脆李在全国水果中的名
气，又成功将‘巫山恋橙’打造成为三峡
库区鲜食柑橘品牌，在全县形成从头年
11月至次年5月都有优质鲜食柑橘上
市的产品格局。”巫山县相关负责人表
示。

今年7月，巫山脆李品牌形象发
布会在北京举行，巫山脆李首次面向
全球发布全新品牌视觉形象和品牌口
号——“巫山脆李 李行天下”，标志
着巫山脆李从走向全国到迈向世界。
新一代巫山脆李品牌形象以绿色为主
色调，用漫画的笔触描绘了孩童采摘脆

李的场景，勾起人们对儿时味道的怀
念。会上，巫山脆李还被中国气象服务
协会授予“中国气候好产品”认证标志。

得益于脆李品牌的不断壮大，今年
在巫山县曲尺乡，首次尝试网络销售的
种植户彭斌尝到了甜头：过去，依靠经
销商上门收购，每斤脆李的收购价最多
在4元左右。今年，借助“巫山脆李”这
一品牌，他种植的脆李最高卖到了10
元一斤。

同为曲尺乡村民的柑橘种植户张
发学，早在4年前就开始试水电商。今
年，他首次给自己种植的中熟柑橘贴上

“巫山恋橙”这一商标后，明显感到网友
的青睐度显著提升。“眼下，柑橘正陆续
上市，每天都有十几位顾客通过微信向
我订购。借助电商物流，我种植的中熟
柑橘远销到上海、北京，还吸引不少香
港客人下单订购。”张发学一边将刚采
摘的柑橘打包装车，一边高兴地说。

该县还以创建全国电子商务示范
县为契机，不断完善电商及物流平台，
推动脆李从集散交易向电商销售拓
展。以巫山脆李为例，在今年夏季的采
收季中，他们就与顺丰速运、京东商城、
中国邮政等多家物流公司合作建成脆
李专业销售体系，开通了35条冷运干
线，使巫山脆李从田间采摘到空运至全
国各地最多只需要48小时。借助“巫
山脆李”“巫山恋橙”等“爆款”电商产
品，截至今年10月底，该县农产品网络
零售额达3.26亿元，同比增长21.5%。

“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在‘卖’上下功
夫，通过强化品牌建设、完善物流商贸
配套、培育电商带头人等方式，进一
步提高特色果业的商品化处理水平，
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该负责人
表示。

小 水 果 做 成 大 产 业
——巫山水果产业带动1.4万余户贫困户稳定脱贫

本报讯 （记者 白麟）12月
8日，由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汽研”）
全资建设的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基
地落成。该基地是西南地区面积
最大的智能网联汽车综合测试评
价基地，同时也是国内首个专业重
型汽车试验基地。

上述基地位于大足区双桥经
济技术开发区，总投资5.38亿元
人民币，占地面积940亩，与中国
汽研本部在汽车研发测试能力上
形成呼应和补充。与国内其他试
验场相比，该基地覆盖了传统大

型汽车综合试验场 80%以上功
能，土地利用率高，可满足55吨
以内的所有道路运输车型的试验
需求。

基地道路区域内建设有智能
信号控制系统、V2X通信系统、智
能路灯控制系统、可升降限高设备
等，可满足当前智能网联汽车测试
的技术规范和场地测试要求。基
地拥有国内目前长度最长、宽度最
宽、车道数最多的直线性能测试
道，测试路面种类最齐，可为各类
车辆试验提供专业、便捷、可靠的
测试环境。

西南最大智能网联汽车
综合测试评价基地落成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王天翊）12月5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重庆通用航空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首架具有
独立知识产权的轻型飞机NH40
（CG231），近日顺利通过全机静力
测试，有望在今年底前实现首飞。
这也是国内首款全玻璃纤维复合
材料轻型飞机。

全机静力试验是飞机研制的
关键试验，是指在地面状态下，通
过约束装置和载荷加载系统，模
拟飞机运行中受到的空气动力、
发动机推力、地面起落架反作用
力等一系列复杂的载荷和其他环
境条件，将载荷真实地施加在飞
机上，以测得真实的飞机结构在
整个飞行过程中是否满足强度要

求，好比检验人的肌肉和骨骼是
否足够强壮。

参 加 此 次 测 试 的 NH40
（CG231），由重庆通用航空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联合开发，实现了国产复合材料在
全复材飞机上的首次使用，其创新
性得到了重庆市科技局的大力支
持，目前已进入中国民航局型号合
格证（TC）审查程序。

记者了解到，该机型采用上单
翼布局，使用大陆CD-155/莱康
明 IO-360发动机和集成式综合
显示系统，使用和维修都十分方
便。飞机翼展11.18米，起飞重量
1184公斤，根据初级驾驶培训和
私人交通工具的需求而设计，兼具
美观与舒适，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首架“重庆造”轻型飞机
通过静力测试
有望在年底前实现首飞

本报讯 （记者 颜安 通讯
员 黄涛）12月5日，长寿经开区
举行工业项目集中签约集中开工
暨双象集团超纤项目开工MMA
新材料项目投产仪式，涉及57个
项目，总投资315.3亿元，达产后
预计年总产值586.6亿元。

当天长寿经开区集中签约工
业项目22个，总投资 184亿元，
预计年产值约375亿元，涵盖了
新材料、化工医药、装备制造、电
子信息、消费类制造业、环保等项
目。集中开工工业项目35个，总
投资131亿元，预计年产值211.7
亿元。

其中，双象集团可谓“双喜临
门”，总投资45亿元的MMA（甲
基丙烯酸甲酯，主要应用于有机玻
璃的生产）项目一期投产、二期开
工。同时，超纤项目（年产6000万

米超纤及两套聚氨酯树脂）开工，
总投资20亿元，预计年产值42亿
元，税收3亿元。超纤项目是巴斯
夫 MDI 下游项目，年用 MDI 约
1万吨，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长寿
聚氨酯新材料产业链。而双象集
团将因此成为长寿经开区又一百
亿级企业。

长寿区坚持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化实施以
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努力建设成

“高端装备制造、化工新材料、生物
医药、电子信息产业”为集群发展
的重庆工业高地。今年1-10月，
该区累计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882.1亿元，同比增长15.8%，规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10个月保持
全市第一。

长寿57个工业项目集中签约开工
总投资315.3亿元，达产后预计年总产值586.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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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之地·双拥江北
系列报道之二

“服务站让我们有了家的感觉，也
让我们有了兵的自豪感。”在江北区寸
滩街道兰溪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退
役老兵杨开烈感叹道。

在江北，服务退役军人的高标准、
高水准平台建设率先在兰溪社区“试
水”，经过半年的实践，该社区探索出
一套系统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新
模式，在提升退役军人幸福感、获得
感、满足感方面取得了广泛成效，并被
誉为“一流服务站”。

如今，兰溪社区探索出的“五有五
化八个一”经验，助推了全区服务体系
建设标准化，并各具特色，实现了退役
军人服务管理工作的良好局面。

归属感：
老兵“新家”很温暖

“离开部队快20年了，但战友情
和军旅梦一直在我心间，这下子梦想
终于实现了!”兰溪社区退役军人陈安
峰现在有了个新习惯，每周他都会抽
时间来兰溪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打
卡”。

今年5月，兰溪社区退役军人服
务站建成，兰溪社区的180名退役军
人自此有了“新家”。

服务站不仅洋溢着军人元素、军
旅文化，还是退役老兵诉求有渠道、活
动有场地、解困有平台的“一站式”服

务中心。
一个办公场地、一套制度流程、一

个服务窗口、一个“老兵之家”、一块荣
誉展示墙、一支专职队伍、一个网格体
系、一个“指导员在线”……在兰溪社
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各项退役军人服
务工作无不细致入微，除了按照“八个
一”的建设标准打造基础设施，社区还
全面探索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新
模式。

据了解，兰溪退役军人服务站按
照有机构、有编制、有人员、有经费、有
保障的“五有”和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科学化、精细化、信息化的“五化”的建
设标准，确保工程有人干、活动有场
地、诉求有渠道、解困有平台，使其成
为了退役军人休憩身心的家园、了解
政策的窗口、排忧解难的平台。

陈安峰说：“以前，我们退役后很
少能找到有精神寄托的地方，现在有
了服务站，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全覆盖：
三级平台全落地

兰溪探索成功为江北区退役军人
服务管理工作注入了新能量，在区委
区政府的推进下，全区三级服务平台
建设工作全面落地，围绕综合服务打
造了“五有五化八个一”“四必访五到
位六举措七个百分之百”等创新工作

法，实现了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的
良好局面，“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
职业”逐渐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如今，江北区全面开展该项工作，
在内部建设方面，完成了机构规章制
度建设，并不断规范人员配置管理；在
平台建设方面，划定了3000多平方米
规划建设区级退役军人综合服务平
台，包括行政办公区、服务大厅、红色
礼堂、荣誉中心等，实现全区退役军人
服务管理提档升级；在职能担当方面，

完成摸清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底
数并建立数据库。逐步落实退役军人
三级服务体系建设的同时，还设计推
出多维度服务内容，为退役军人办实
事、办好事，让全区退役军人有保障、
有“靠山”。

同时，江北区在基层平台规范化
建设上下大力气，街镇和村（社区）两
级服务平台规范化建设全面完成，镇
街和村（社区）服务站各配置2-3名
工作人员，在村（社区）层面还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增配专职社工。
一批政治思想强、军旅情怀浓的优秀
同志走上了为退役军人服务的工作
岗位。

不仅如此，全区各街镇还根据自
身特点，在退役军人服务管理上摸索
出了各自的特色。如，大石坝街道与
市军粮供应服务中心联合推出“重庆
军供+军人服务站”，向军人军属、退
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提供粮油保障
供应服务等。

及时雨：
真情服务暖心间

高效服务让退役军人满意的同
时，温暖关怀也将退役军人那颗脉动
的心连在了一起。

江北区立足职能职责和服务对象
需求，实行重大节日、重大疾病、重大
变故、家庭困难“四必访”，党建引领、
政策落实、关怀帮扶、宣传教育、权益
保障“五到位”，并积极组织褒扬纪念、
先进典型选树等活动，有效增强退役
军人的尊重感和获得感。

据介绍，为帮助退役军人成功就
业，该区还举办了退役军人免费职业
技能培训，组织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
将退役军人纳入创业担保贷款、入驻
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就业税收优惠等
范畴，拓宽其就业、创业空间和渠道。

另外，江北区常态化组织社工、律
师走家入户了解退役军人、优抚对象
等人员生活工作情况，为他们提供针
对性的帮扶援助。

在江北，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在
江北，退役军人有了温暖的港湾；在江
北，高标准服务平台、高水准服务保障
正在让更多的退役军人享受着政策阳
光和组织关爱。

朱静
图片由江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

江北 三级平台助推退役军人服务体系高水准落地

建立退役军人服务站开辟专门窗口服务退役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