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销 6CHONGQING DAILY

2019年 12月 12日 星期四
责编 屈茸 彭光灿 美编 包东尼

锁定金丝皇菊
成就致富法宝

2014年的凉风村，还是一个国家
级贫困村，村里唯一一条通往城市的
路，泥泞不堪，还被煤渣染的灰黑。除
了种地，村里的经济支柱是砍伐山上
橡木卖给木厂。

2017年，万盛经开区供销社成功
申办了万盛经开区“梦乡村”农旅产业
融合新建项目。凉风村，迎来了发展
的重要契机。

可硬件上来了，“软件”却依然滞
后。虽然路修宽了、平坦了，但并没改
变村子贫困的状况——大片山坡仍然
荒凉，村民家门口的田地因常年荒废
长满了杂草，村子一共有400多户人
家其中300多户仍住在土坯房里。没
有拿得出手的支柱产业，就没法带动
农户增收致富。

供销社关注的是流通，合作社抓
的是生产。张元勇身兼两职的特殊身
份，让他开始思考——究竟走怎样的
路子？种什么？怎么种？才能让周边
农户真正富起来。

万盛经开区是传统的采煤大区，
村里大片的荒山由于常年没有耕种
过，土壤的肥力不足，所以粮食作物并
不适合作为增收致富的利器。

“但凉风村有一个特点，地下矿产
资源丰富，土壤富含矿物质等微量元

素，这种特殊的土壤质地，恰巧适合有
特别要求的金丝皇菊生长。”张元勇
说，通过对各种销售流通数据的统计，
在市场上，这种泡水养身的金丝皇菊
很受青睐。“而凉风村的土壤条件，恰
恰是种金丝皇菊的风水宝地。”

于是，张元勇将目光锁定金丝皇
菊。

果不其然，由于凉风村独特的土
质和依山傍水自然条件，第一批实验
田里的金丝皇菊长势出奇的好，张元
勇决定乘胜追击，将专业合作社扩大
规模种植。

扩大种植规模，那土地从哪儿来？
与中国大多数农村的现状类似，

凉风村老龄化严重，年轻人大多外出
打工了，守在村子里的老年人劳动力
有限。张元勇就以一亩地每年1050
元的价格从村民的手里把土地流转过
来，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需要的人力
越来越多，张元勇又以每天80元的价
格召集起附近的农户进行规模化种
植。

最初，租赁土地的路走起来并没
那么顺畅。由于凉风村长期闭塞的状
态，守在村子里的人对出租土地的形
式并不认可。

老一辈村民们守旧，念旧，习惯了
分散单个的劳作方式，在他们眼中，致
富这条路还很远。村民们心里的坚冰
需要被攻破，在基层供销社和凉风村
村委会的反复沟通和协调下，村民们
渐渐明白——土地依然是自己的，每
年还能得到租金和分红。

逐渐地，村民们拿出了家里的土
地，并参与到规模化种植中来。

“以前，村里的人最主要的生活来
源就是砍柴上街卖，对栽种农作物并
不精通。”张元勇一边付着80元一天
的工钱，一边传授着农作物的种植技
术。

在区供销社的组织下，村民们在
原有的种植基础上，还加入了可降解
地膜的使用，不但能达到防草、除草的
效果，还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劳力，保
障了农作物的健康生长。

村民们学到了农业技术，不但把
金丝皇菊种的灿烂繁盛，也开始大规
模种植桑葚、李子等高附加值的蔬
果。渐渐地，曾经这片贫瘠的“空壳
村”变成了有花果香气的“梦乡村”。

建起烘干厂
帮助农产品卖得更远更好

随着凉风村金丝皇菊越来越叫得
响，熟悉流通销售的张元勇知道，如果
想真正地实现增收致富，靠传统的经
营方式肯定行不通，必须延伸产业链，
将原始农产品工艺升级才是关键和出
路。

在张元勇多方奔走的下，联合社
去年底在广东东莞引进了全区首套脱
水烘干果蔬设备——空气能热泵。这
个烘干设备可以生产加工营养、绿色、
环保、健康的果蔬脱水产品。

烘干设备的引进，就意味着烘干
厂的修建迫在眉睫。但凉风村存在着
土地产权不明确这一现实问题，选址、
建厂的具体流程更让人感到头疼，“一
边忙着农业生产，另一边还要筹备着
建厂手续。”张元勇说，那段日子是在
焦躁和不安中度过的，要是手续办不
下来，就意味着前面的功夫全部白费。

2017年，在万盛经开区供销社的
牵头下，联系了当地国土局等单位，把
选址产权明确了下来，帮助联合社办
理建厂流程，不仅如此，在区供销社的
帮扶下，还筹集了一笔几十万元的建
厂资金。

张元勇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如今，经过试验，该设备已成功通过工

艺测试，投入使用。
在生产车间，除了满地的金丝皇

菊，还能看见脱水烘干的猕猴桃、花
生、豇豆、竹笋等农产品，依然保留着
新鲜果蔬原有的色、香、形。

张元勇介绍，新鲜果蔬保质期短，
不便于长途运输，而脱水烘干果蔬可
以保留住90%以上的营养成分，还能
延长保质期至1年，消费者更青睐，拓
宽了销售时常和渠道。

在烘干厂里，内部仓库整整齐齐
地摆放了8个不锈钢物料车，每个物
料车高约2米，分层放置了36个耐高
温食品级塑料托盘，可一次性烘干
600斤的新鲜金丝菊。

这套烘干设备的引入，不仅为农
户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加工服务、为农
产品带来了工艺升级，还解决了一部
分村民就业的问题。“该设备已经脱水
烘干猕猴桃、柠檬、竹笋、花生、豇豆、
菊花等农产品1万余公斤，仅烘干厂
就帮助15位农民朋友就业。”张元勇
说，目前，在金丝皇菊和烘干厂带动
下，解决了凉风村3户建卡平困户的
就业问题，带动30户村民成功就业。

烘干厂发动了群众，渐有了规模，
但是找不到合适的销售渠道，要是延
续传统的零售方式，经济价值被市场
消耗，这一切就没有成效。

“只有有需求找到进货商，才能挣
脱散装、零售的束缚。”张元勇感觉沉

甸甸的压力。
2018年，在张元勇和入厂村民的

奔走下，终于寻觅到了安徽省豪州市
中药材市场，由于挂着供销社入股的
招牌，很快的就和中药材市场签了订
单，确定了合作，厂里终于有了固定的
销售渠道。

线下的渠道打通了，但要想实实
在在的叫响凉风村的招牌，还需要农
村电商平台的助力。

2019年，区供销社通过农村综合
服务社将金丝皇菊及凉风村的各类特
色农产品与“村村旺”市级电商平台连
接起来，“不久，金丝皇菊等农产品就
会在‘村村旺’上架了。”张元勇说，加
入“村村旺”这样的农村电商平台，能
打通农产品销售的“最后一公里”，让
凉风村的农产品销得更远，卖得更好。

联合社抱团发展
带动返乡创业潮

满山遍野的金丝皇菊富了村民，
扮靓了乡村，也渐渐地吸引了返乡创
业的人们。

黄钧，便是返乡大军中的一员。
凭借着对家乡深情，黄钧回到凉

风村，开始了他的“岛主”生涯。
现在的他，既是钧波生态家庭农

场的老板，又是凉风村生态鱼股份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但相比起老板的称
号，黄钧更喜欢别人叫他“黄岛主”。

凉风村生态鱼股份专业合作社，
便是张元勇所在的大业兴果蔬专业合
作社联合社的成员之一。

“在农家乐建成初期，由于估计不

足，我很快就陷入了资金链短缺的困
境。”黄钧说，为了扩大农家乐的规模，
他以个人的名义向银行和社会金融机
构贷款，利息比较高，贷来款也越来越
少，现金流不够，常陷入资金链短缺的
尴尬境地。

在“三社”融合发展的浪潮中，万
盛经开区供销社协调多方金融单位，
凉风村生态鱼养殖股份专业合作社得
到了117.2万元的投资，钧波生态家庭
农场有限公司得到了126.1万元的投
资，在联合社的资金互助下完成了资
金链短缺的燃眉之急。

黄钧笑呵呵地说，今年国庆节农
家乐生意火爆极了，赚了接近 7 万
元。他粗略地算了算，这片凉风村的
渔村农家乐一年可接纳游客5000人
次，纯利润可达40万元。“联合社其他
几家成员也把金丝皇菊、梨膏等特色
农产品放在渔村农家乐销售，人气带
动了产值，让大伙真正实现了抱团发
展。”

张元勇算了这样一笔账，在区供
销社的帮扶下，现已带动凉风村80余
户村民参与到联合社的农业建设中
来，平均每户每年增收5000余元。

目前，由该区供销社牵头的“梦乡
村”农旅产业融合新建项目工程建设
已竣工，整个项目已接近尾声、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会继续联合区农综办、财
政局进一步加强对该项目的关注和管
理，将观光农业与一二三产业联合起
来，有效地带动凉风村的经济发展，大
幅度地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真正实现
凉风村的致富梦。

文、图/马小钰

凉风村里的小康梦
11 月底，正是万盛经开区关

坝镇凉风村金丝皇菊上市的日
子。青龙供销合作社的烘房，成了
附近村民去得最多的地方。这里
可以一次性烘干 600 斤新鲜金丝
皇菊，不仅可以保留住90%以上的
营养成分，还能延长保质期至 1
年。

为农户提供加工服务，仅仅象
征性地收取烘干的电费，这是青龙
供销合作社主任张元勇定下的规
矩。同时，他也有另一层身份——
重庆大业兴果蔬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理事长。在“三社”融合的大潮
中，他陆续组织起7个专业合作社
抱团经营，共谋发展——

“三社”融合看效果系列之二

张元勇在金丝皇菊烘干厂里

质优
价廉的金
丝 皇 菊 ，
在市场上
深受消费
者喜爱

重庆市采矿权公开出让公告
根据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实施方

案的通知》，现对以下采矿权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12月12日12:00-2020年1月10日12:00。公告日期内有2家
以上（含2家）申报的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拍卖时间另行通知；公告时间内只有1家单位申报的将采取挂牌出让。本次
公开出让的采矿权采用网上交易，出让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竞买申请人可在公告期内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
http://www.cqggzy.com）进入重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查阅、下载。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
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联系电话：023-63628117，联系人：王先生。

本次公告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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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备注：
一 、序 号 GC19055、GC19056

采矿权出让人：重庆市开州区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开州区汉丰
街道开州大道中段189号，联系人：扈
老师，联系电话：023-52299010。；

二、报名网址及CA办理：
（一）本次公开出让采矿权交易

报名网址为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网址：http://www.cqggzy.com）；

（二）竞买申请人应当办理CA数
字证书，凭CA数字证书登陆网上交
易系统申请报名、交纳保证金。CA
数字证书办理单位名称：东方中讯数
字证书认证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南
岸区复兴街9号中讯时代6-1，联系
电话：4000235888，网上自助办理证
书 网 址 ：http://os.ezca.org:8001/
easyca/netpay/，或关注“东方中讯”
微信服务号获取更多帮助。

（三）竞买申请人在公告期内登
录网上交易系统并提交竞买申请后，
交易系统自动生成随机保证金帐
号。竞买申请人应在公告期内交纳
竞买保证金至随机保证金帐号，交款
人需与竞买申请人一致，保证金账户
只接受银行转账或电汇方式，不接受
现金或现金汇款，不接受代交款和个
人名义交款。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

时间为：2020年1月10日12:00。
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

延误，影响您顺利获取竞买资格，建
议您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的1至2
天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如成功竞得，已缴纳的保证金可
抵作采矿权出让收益，由竞得人委托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支付至财政非税收入专户；如未
竞得，可在成交日之后1个工作日内
办理退还手续，不计利息。

三、采矿权竞买人资格要求：
（一）竞买人须为营利法人；
（二）竞买申请人属于以下情形

之一的不得参与竞买：
1.在“矿业权人异常名录”“矿业

权人严重违法名单”内；2.在自然资源
部联合惩戒备忘录或重庆市信用惩
戒严重失信主体限制或禁止申请采
矿权的“黑名单”内；3.被吊销采矿许
可证之日起2年内。

四、风险提示：
（一）采矿权投资存在有不可预

计的风险，包括竞买须知所表述的有
关矿产资源情况（矿层厚度、矿石质
量、储量等）与实际开采有差距的风
险，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地质灾害防
治、环境保护等要求、对特定采矿方
法、选矿方法限制以及国家产业政策

或者矿产资源规划调整的影响、不可
抗力的影响等风险。

（二）竞买申请人须认真详读竞买
须知，现场踏勘并详细了解出让范围
及周边土地、山权、林权、道路、地下管
线、水电供给、废渣占地堆放、地表附
着物、社群关系等影响资源开采的外
部条件以及资产评估和其他权益补偿
情况。提交竞买申请即视为竟买人对
采矿权现状、公告须知、采矿权出让合
同内容、资产评估及其他权益补偿额
已完全认可并自愿承担所有风险。

（三）有关该宗采矿权的用地、用
水、用电、公路、环保、基础设施等工
作，由竞得人自行负责解决并依法完
善相关手续.

（四）若竞得人竞得该宗采矿权
后，在办理采矿登记所需要件时进行
安全、环境评价等认定为不适宜开采
的，该宗采矿权按不成交处理。

五、提出异议的方式与途径：
对本次出让的采矿权存有异议

的，应在公示期截止前以书面方式向
出让方提出；对出让交易程序存有异
议的，应在公示期截止前以书面方式
向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出。
根据所提异议的具体情况，按照《矿
业权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进行妥善
处置。

渝矿采出字〔2019〕30号

序号

GC19055

GC19056

采矿权名称
（暂定名）

重庆市开州区长
沙镇长沙村六组
猪儿子梁建筑用

砂岩矿

重庆市开州区温
泉镇顺坪村一组
青坪八组长包水
泥配料用砂岩

地理位置

重庆市开州
区长沙镇长
沙村六组

重庆市开州
区温泉镇顺
坪村一组青
坪八组

矿种

建筑用砂
岩

水泥配料
用砂岩

矿区范围
拐点坐标

详见《竞买
须知》

详见《竞买
须知》

资源储量

112.7万立
方米

80.2万吨

矿区面积
(平方公里)

0.0273

0.0273

开采
标高

+500米
至+420米

+313米
至+275米

生产规模

5万立方米/
年

12万吨/年

出让年
限(年)

6.3

6.5

出让收益
起始价
（万元）

410.16

115.99

保证金
金额
(万元)

113

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