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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金涛 丁文娴

真想不到，这个大巴山深处、只有
900户农民的三沱村，竟然有10多家快
递公司的代理点，几乎家家户户是电
商、微商，漂亮的“农家丫头”还穿着汉
服，在这里进行网络直播卖脐橙。

三沱村隶属于重庆奉节县安坪镇，
绝大多数村民以种脐橙为生。以前，年
头不好的时候，一年下来就可能亏本。
靠种橙卖橙发财，简直就是做梦。

5年前，脐橙之乡奉节县还“橙满为
患”，每到冬季，县委、县政府都为脐橙
的销路操碎了心，依然难改卖难状况，
仍有不少脐橙烂在了橙农家里。

三沱村党支部书记余胜永远难忘
过去的艰辛卖橙路：那时候，脐橙成熟
后都被一次性采摘完，然后堆在家里，
橙农们用油布一蒙，眼巴巴坐等商家上
门廉价收购。他为了多赚钱，就自找销
路，先是将自家的脐橙用农用车运到长
江码头，再雇船运到万州、重庆等地，仅
运输成本就占了售价的一半。有时候，
没联系好船，就在码头风餐露宿，等上
一周左右。船抵达目的地后，还要再联
系批发商，批发商往往使劲压价，这一

趟下来顶多挣个辛苦钱。
“有时候听说北京等大城市市场行

情好，就赶紧联系货车运过去卖，但行
情到底好不好，也只有去了才知道，经
常得不偿失。总之，种脐橙也就维持个
生计。”余胜说。

然而，橙农们昔日卖橙难、挣钱少
的命运，却被互联网改变了。近几年，
橙农们不再单纯依靠传统收购，而是主
动跻身互联网经济大潮，尝到了大甜
头。目前三沱村网销脐橙占比达40%
以上，而网销价格至少比传统收购价格
高1倍以上。

在古色古香的三沱村电商直播中
心，90后“农家丫头”胡相菊不时举着手
机走到室外，让绿油油的果树、黄澄澄
的脐橙与浩渺的江水同框。

“我们家是脐橙种植大户，因为往
年价格总是卖得不高，就想通过电商把
品牌宣传出去。”胡相菊直播结束后告

诉记者，去年11月中旬，她开始了“直
播生涯”，化身“农家丫头”，带领全国各
地的顾客通过手机屏幕走进田间地头，
向他们推介脐橙、果酒等当地特产。最
多时有几千人观看，一天能卖出几十箱
脐橙。

除了直播销售和开网店，三沱村更
多农民采用的是技术含量不那么高的
方法——社交网络的口碑推广，却也很
见效。

“做微商门槛低，朋友圈一发，再拜
托在外打工的亲戚或在外地读书的孩
子帮忙宣传，做得好的一个月能卖
2000多箱。”余胜说，“我发现村民变精
明了，寄出去的每箱脐橙里都塞一张名
片。”

在接受采访的同时，余胜手机响个
不停，打电话的全都是买脐橙的。“最近
三年，脐橙产量越来越大，但不愁销路
了。”他感慨道。

对于三沱村的互联网经济，村民毕
明刚或许最有发言权。42岁的他是一
家快递公司代理点的负责人，2015年
刚接触快递生意时，远没有现在忙，年
收入不过一万多元。后来行情越来越
好，现在平均每天收四五百件货物，加
上自己家的五六亩地，去年他总共赚了
30多万元。

据余胜介绍，去年三沱村人均收入
预计在1.2万元以上，家家有存款，收入
最高的村民一年仅种脐橙就能赚一二
百万元。他指着村里的主干道说：“这
条街两边，几乎都是‘百万元户’！”

顺着他的视线望向更远方，满目脐
橙树翠绿繁茂。20多年前，三沱村曾在
三峡库区率先实现整村搬迁试点成功，
成为三峡库区移民的典型。而今，脐橙
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正带领这个山环
水绕的村庄飞得更高更远。

（新华社重庆1月9日电）

奉节县安坪镇三沱村脐橙插上互联网翅膀

村里主干道两边几乎都是“百万元户”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
1月9日，璧山区38个重大招商
引资项目集中签约。这批项目涉
及智能装备制造、生物医疗、新能
源、新材料及康养大健康等多个
战略性新兴产业，签约项目总投
资额达306亿元，达产后预计实
现年产值412亿元，实现年工业
增加值75亿元。

璧山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集中签约的重大招商引资项目
投资力度大、科技含量高、发展前
景好、影响带动力强，将为璧山区
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其中，阿思科力重庆细胞制
备和治疗中心项目等9个大健康
产业项目的签约，将为璧山区建
设生物医疗产业园构建产业基
础。据了解，阿思科力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肿瘤药物
的研发，主要以细胞药物和蛋白

药物研发的为主的高科技创新型
企业，该公司计划在璧山投资15
亿元，建设阿思科力重庆细胞制
备和治疗中心项目，达产后实现
年产值20亿元。

此外，新加坡最大的民营企
业之一——新加坡群策国际酒店
智慧社区项目此次也落户璧山
区。该公司计划在璧山投资25
亿元建设新加坡国际酒店国际智
慧社区项目。从而进一步优化璧
山区中欧产业园、中新产业园等
国别园引资结构，助推该区制造
业、服务业实现双增长。

据了解，2020年，璧山区将
不断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构建全
链条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和对外
开放新格局，重点围绕先进制造
业、数字经济和康养大健康等产
业，实施招商引资新行动计划，实
现高质量发展。

璧山区38个项目集中签约
总投资额306亿元，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412亿元

本报讯 （记者 王翔）1月
9日，巴南区举行2020年招商项
目集中签约，共签约项目28个，
总投资达461亿元，其中亿元以
上项目20个、10亿元以上项目8
个、50亿元以上项目2个。项目
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700
亿元以上。

近年来，巴南区抢抓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新机遇，聚力
打造商贸物流产业集群、生物医
药产业集群、军民融合产业集群、

“数智”产业集群、生态创新产业
集群等“五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此次集中签约的28个项目，
包括生物医药、智能制造、大数据
物联网、商贸物流、文旅融合、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与
巴南正在打造的“五个千亿级产

业集群”发展方向高度契合。
随着2019年9月，重庆国际

生物城被纳入首批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重庆国际
生物城迎来了投资热潮，一批龙
头知名企业抢滩落户。此次集中
签约，就有中南高科·重庆大健康
科技园、金三发医卫生物材料产
业基地、珂蓝重庆健康产业总部
基地、都创药物研发服务平台、悟
空药业药品流通等6个医药及药
物研发孵化平台项目签约落户重
庆国际生物城，协议金额达42亿
元，预计实现年产值超过100亿
元。

此外，巴南“数智”产业发展
高歌猛进。继去年华为 ICT学
院、腾龙产业园和阿里巴巴等一
批战略性、引领性项目落户巴南
后，此次苏州汉朗光电高性能液
晶混晶项目、图源物联网仪表研
发制造基地、智能家电配套生产
基地、U8智造产业园、西部商用
车智慧科技园等补链、强链项目
也强势入驻，为巴南加速形成千
亿级规模的大数据智能化产业集
群打下坚实基础。

巴南区28个项目集中签约
总投资额461亿元，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700亿元以上

□本报记者 左黎韵

“领猪肉了，大家莫慌，每家都
有……”1月9日上午10点，合川区太
和镇晒经村文化广场人头攒动，村里一
年一度的迎春团拜会开场了。在观看完
精彩的文艺表演后，村干部摆出准备分
发给村民的年猪肉，广场顿时人声鼎沸。

这天，村里从集体经济收益中拿出
10万元，采购了15头300斤的大肥猪，
分发给全村1000多户村民。

晒经村地处合川与铜梁、潼南的交
界处，距离合川城区47公里，因交通闭
塞、产业落后，曾被列为市级贫困村。

2017年，太和镇拉开农村“三变”
改革的序幕。晒经村被列为改革示范
村，成立了幸福农业股份合作社，村民
的3400多亩土地被集约起来，分别转
包给7名业主，发展起花椒、小龙虾、生
猪等产业。截至目前，该村共有546户
村民以土地入股，其中贫困户96户。

2019年，合作社共实现分红28万
元，全村人均增收4100多元，大家日子

越过越好。
“2095号猪头一个、2903猪排骨一

块……”现场，村民按照所在村民小组
排队、抽签，依次领取猪肉。

“还是党委政府给力，要不是政府
帮我们引进企业搞产业，这些荒山哪里

租得出去哟。”陆中述说，他以土地入股
公司，平日在花椒基地打工，既有土地
分红又有务工薪金，日子过得美滋滋。

“老陆，你这下尝到甜头了吧。”陆
中述话音刚落，王三荣就和他开起了玩
笑：“当初，我把红苕挖了，腾出地来入

股公司，你还笑我‘没脑子’，现在知错
了吧。”

王三荣本是贫困户，通过村里的
“三变”改革，已脱了贫。

在晒经村的“三变”改革中，花椒是
主打产业，村里引入3家农业公司，采
用“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业主以
资金入股、村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
股、集体以资产入股，共同种植了1774
亩花椒，并注册了“太麻佬”花椒品牌。
去年，全村1500多亩花椒迎来初挂果，
产量25万斤、产值300万元，合作社将
土地溢价收益用于村民分红。

王三荣就将6亩土地全部入股花
椒基地，每年可获得320元的土地分
红。2019年10月，花椒完成采收、加工
后，他又获得300元股金分红。团拜会
上，他又领到一大块猪排骨。“这算是我
2019年的第三次分红。”王三荣笑嘻嘻
地说。

除了猪肉，当天，每户村民还可领
取一袋晒经村自产的花椒。

村支书廖先彬说，接下来晒经村还
将引入农业加工企业，探索农产品精深
加工，并借助当地自然风光发展乡村旅
游，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2020
年，大家的日子会更好！”

合川晒经村迎春团拜会上分猪肉
脱贫户：“2020年，大家的日子会更好！”

本报讯 （通讯员 姚羽）
智慧城市助力高质量发展。近
日，记者从江津滨江新城管委
会获悉，该区新城智能公交站
即将全部建成投用，服务智慧
出行。

据江津滨江新城管委会市政
园林环保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相
较于传统的公交站，智能公交站
前后都装备了高清 LED 显示
屏。市民候车期间不仅可以看新
闻、看直播、看天气，还能秒速充
值公交卡，体验手机无线充电、
WiFi无限用、实时查看公交到站
信息等便捷服务。

据了解，截至目前，滨江新城
已建成14个智能公交站，主要分
布在西江大道、南北大道和校园
等人流较为集中的站点。

从施工工地智能监管，到互
联网+菜市场开到家门口，再到

如今智能公交站建成投用，江津
滨江新城智慧城市建设已现雏
形。

据滨江新城管委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作为江津“一轴两翼”和
同城一体化发展核心区域，滨江
新城在城市配套建设中融入科技
发展理念，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
擎，不断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丰富
城市文化内涵，城市活力得到有
效激发，市民生活品质正得到进
一步提升。

除了上述“智能化”互联网+
项目的相继实施，目前滨江新城
还围绕高质量发展，签约了互联
网研发中心项目，该项目将在滨
江新城搭建“云尚行”财税服务平
台和“供应链”系统，主要研发和
推广“税鑫融”“互联网+N”和“供
应链”三大主要产品，实现产城融
合发展再提升。

江津滨江新城引“智”发展点亮生活

□本报记者 汤艳娟

1月8日，寒风中的大足区棠香街
道和平村民俗文化广场热闹不已，一场
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的“棠
香·故事会”在这里举行，数百位村民兴
致勃勃地从四方赶来，听身边熟人们讲
述去年引领各村发展的好故事、好榜
样。

“一个村没有产业，脱贫致富的出
路在哪里？去年，多亏政府给我们开了
一剂脱贫良方，帮我们建了个扶贫产业
园——城南橘园。”来自双丰村的村干
部何春路第一个上台讲述村里发展产
业的故事，“政府投资帮我们打好了产
业基础，市农科院专家帮我们制定了产
业规划，村集体经济带领贫困群众一起
干，千亩城南橘园让村里按下了脱贫致
富的‘快进键’！”

何春路带来的产业发展故事令在
场观众啧啧称赞，来自惜字阁村的年轻
小伙姜涛也按捺不住了，上台讲述起家
门口的几个大变化。“一是修好了海棠
园的旅游路，二是发展起乡村旅游产
业，三是整治了农房的院落环境……”
姜涛掰着手指头感慨地说，“去年，我们
村的变化有一大箩筐，一时半会说不
完。总的说来，我们是搭上了乡村振兴
的顺风车！”

“去年各村都发生了令人羡慕的大
变化，但引领这些变化的都是我们的身
边榜样。今天，我就来夸一夸我们身边
的好干部、好党员。”来自水峰社区的张
家莉分享了村里义务保洁队的故事，“我

们村有4条河流经过，长度共8公里。以
往，河岸杂草丛生、河道垃圾淤积，村民
过往只能掩鼻而过。自从社区书记陈虎
组建义务保洁队后，不仅开启了一场河
流整治行动，还承担起日常巡护工作，让
8公里河流又变回了一湾清水。”

听了张家莉对义务保洁队的盛赞，
又观看了村民用“三句半”对党员表达
敬意，和平村村主任张华金激动地发表

感言：“今天的每个故事都令我无比敬
佩，我从中找到了差距，也有了学习的
好榜样。新的一年，我们更要真抓实
干，争取来年有机会讲我们村的故事。”

三合村村民姜瑞和龙训飞也用快
板表演的形式向在场观众发出倡议：

“人人都是建设者，美好家园靠大家。”
……
棠香街道精心筹办的这场新年首

场故事会，让群众盘点各村乡村振兴的
好故事，既是对基层党员干部工作的一
次集中展示，也唤起在场干部群众比、
学、赶、超的热情。活动现场，棠香街道
相关负责人对重庆日报记者：“说到底，
乡村振兴要实现，离不开致富产业的培
育，更离不开大家的努力。我们希望借
这样的故事会形式，激励更多人成为乡
村振兴的主角。”

大足“棠香·故事会”请村民当演讲主角——

“人人都是建设者，美好家园靠大家！”

故事会现场。 通讯员 黄舒 摄

本报讯 （记者 崔曜）1月
9日，重庆首家保税飞机维修公
司——华夏飞机维修工程有限
公司挂牌成立。该公司主要负
责庞巴迪公司CRJ系列飞机及
空客A320飞机的机身大修、飞
机改装、飞机检测、飞机拆解、飞
机翻新、内部装修等服务，填补
了重庆在民航维修板块的空白，
完善了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的功
能配套。

据了解，华夏飞机维修工程
有限公司与奥凯航空、长龙航空、
成都航空、春秋航空、东海航空、
多彩贵州航空、青岛航空、瑞丽航
空、柬埔寨JC国际航空、西藏航
空等12家航空公司签订协议，为
上述航空公司执飞重庆航线的客
机提供全面的维修保障服务。

此外，该公司还设有航材保
税仓库，国外飞机前来维修，不

用交保证金。“飞机维修所需的
航材数量多、种类杂，且部分航
材要从全球各地进口，整个申报
过程有时比维修本身还要长。”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航材存
放在保税仓库，大幅缩短了其通
关时间，也降低了航空公司的维
修成本。

据悉，华夏飞机维修工程有
限公司将在现有一期机库（2个
窄体机库）的基础上，启动二期机
库建设。该项目占地约26亩，计
划建设3个窄体机库、1个喷涂机
库，预计于 2020 年底前开工，
2022年底前完工。项目建成后，
将极大促进重庆航空产业综合发
展，使重庆成为拥有大型维修
（MRO）企业的城市。预计未来
10年内，该项目将提供就业岗位
5000余个，带动飞机维护整个产
业链发展。

重庆首家保税飞机维修公司挂牌

村民现场分红得猪肉。 记者 左黎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