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颜安 记
者 龙丹梅 王翔 左黎韵 通讯员
陈蕗颖 罗列）又到一年春耕时，连日
来，我市供销系统和各地全面加强做好
春耕备耕农资供应和服务保障工作，确
保春耕备耕不受疫情影响。

市农资集团

“农服通”上轻松下单

重庆日报记者2月10日从市农资
集团了解到，为了方便农民及时备耕，市
农资集团将利用线上平台“农服通”在线
提供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户和农民
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公司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通过该平台就可以下单，足不
出户，享受农资送货上门的服务。

“农服通”是一款专业涉农服务资源
信息共享平台，服务涵盖农资销售，采购
抢单，农业气象，政策信息，农友圈，农技
问答等多个涉农服务领域。目前，市农
资集团旗下9个公司、166个核心门店、
700多家基层社公司和“重庆农资”连锁
门店均可利用“农服通”线上平台为农民
提供线上服务。不仅如此，该平台还可
以通过在线互动的模式，让用户随时随
地获得有用的涉农服务信息，帮助用户
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
在手机应用商城搜索“农服通商家端”、

“农服通用户端”，按需求进行选择注册
安装，即可使用，农户也可以通过“农服
通”销售自家的农产品。

自今年1月以来，全市供销系统已
完成化肥销售 12.29 万吨、农药 1344
吨、农膜1109.2吨，其他农业生产资料
2393.2吨。目前，全市供销社系统农资
储备充足，库存储备化肥60.38万吨，农
药40.4吨，农膜21.9吨，完全可满足农
民春耕备耕需求。

南川

电话预订农资送到家门口

“刘总，你预订的1吨化肥已经送
到了，记得清点一下，有什么问题及时打
电话联系。”“好的，有事电话联系。”2月
6日一大早，南川区供销社城区配送中
心的工作人员就把南城街道万隆社区蔬
菜大户刘小波预订的农资产品送到了蔬
菜基地旁，双方没有见面就完成了一次
配送。

眼下，正值春耕备耕大忙时节，化
肥、种子、农药等农资产品的备货是春耕
备耕的前提条件，但由于疫情防控的缘
故，交通不便，农资产品的采购成为不少
种植大户头痛的事情。

“以往部分种植散户都会在年前购
买农资，但为了减少流动资金和库存占
用，种植大户会在春耕开始后才会到城
区配送中心直接购买农资产品，多的时
候有几十上百人聚集。”南川区民丰农资
公司经理韦泽理说，为了避免人群聚集，
同时又保证农资产品充分供应，今年该
公司实施了送货上门助春耕服务，实行
线上工作模式，种植大户不必到城区配
送中心来拉货，而是提前预约购买，由公
司直接安排专人免费配送农资产品。

在这种模式下，种植大户可以通过
电话或者微信联系业务经理进行购买，
免费预约送货上门，一般情况下两天时
间内就能够实现上门配送。同时，配送
人员会与客户提前沟通联系好，帮客户
搬运到指定存放地点，尽量减少人员聚

集，确保安全准确配送每一趟货物。
去年7月，该区就根据全年化肥需

求情况（年需要各种化肥3.8万吨左右，
其中春耕生产需求占全年用肥量的70%
左右）进行储备。为有效控制价格，南川
还向供应商以保底价格的方式预付货款
150万。今年的价格同比去年低了5-
10%左右。

目前，该区已有80%的化肥配送到
了乡镇农资超市和便民店，其中60%以
上的化肥已配送到了农户手中。同时，
该区已累计调运储备各种化肥3万多
吨，其中民丰农资公司仓库储备2500吨
左右，其加盟网点储备1万吨，区供销社
各基层社及其网点储备1.75万余吨，完
全能够满足该区春耕生产用肥需要。

丰都

村干部跑腿为农户代购农资

“老何，这是帮你代购的复合肥，麻
烦在送货单上签个字。”2月10日，丰都
县龙孔镇楠竹村，柑橘种植户何玉良接
到村干部柏小华送来的包裹后，连声道
谢。“有了这些肥料，今年柑橘收成总算
有保障。”何玉良长长吁了口气。

柑橘是楠竹村的主导产业，全村共
有柑橘4800多亩，像何玉良这样的种植
户则有700余户。眼下，正是给柑橘追
施春肥的时节，为保障防疫工作不误春
耕生产，自2月5日起，楠竹村组建起村

社干部代购队，帮村民代购肥料、种子等
农资物品，并免费送货上门。

“代购队共有3名队员，我们向村民
公布了电话号码，除了农资物品外，我们
还免费代购油、米等生活用品。”柏小华
告诉记者。每天，他和队员们的工作之
一就是收集村民的购买清单，再开车赶
往距离楠竹村最近的高家镇场镇代购，

“截至目前，我们共帮助4户村民，代购
了3000多元的农资用品，帮助63户村
民，代购了6400多元的生活用品。”柏小
华告诉记者。

目前，龙孔镇共组建起11支这样的
村社干部代购队，“通过代买代购送货上
门，基本满足了村民的生活、生产所需，
让疫情防控不误农时。”龙孔镇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潼南

专车把化肥送到农家

为避免村民外出购买农资造成人员
聚集，连日来，潼南区供销社推出送货上
门服务，老百姓只需订购所需产品，基层
供销社农资销售网点就会安排专车送货
到村、到社、到田间地头，使农户足不出
户购买到农资产品，保障春耕所需。

舒友权是新胜镇三星村蔬菜种植大
户，蔬菜种植面积达300亩。目前，菜地
里第一季甘蓝已采收过半，正在移栽第
二季甘蓝苗。由于防疫需要，村民不能

上街购买肥料、农药等农用物资。“栽在
地里的菜苗再不施肥，我的白菜苗麻烦
了”舒友权说，菜苗已经栽下地几天了，
出不到门，买不到肥料，只有眼睁睁看到
干着急。

“舒老板，你要的农药、肥料、种子、
薄膜，都给你拉过来了，你来点下货。”潼
南区供销社庄稼医院物流中心负责人秦
淮了解到舒友权基地情况后，2月9日，
就组织消过毒的专车，把他需要的农用
物资送上了门。

“这下就对了，肥料拉拢了，我们终
于可以给白菜苗子施肥了，解了我们的
燃眉之急，真的太感谢供销社的同志们
了”。农资送到了家门口，舒友权高兴极
了，第一时间拿着肥料到菜地里施肥去
了。

为保障春耕备耕农用物资供应市
场，潼南区各基层社、农业生产经营公司
共计储备各种化肥25169吨，其中氮肥
9065 吨，磷肥 3446 吨，复合肥 12658
吨，农药120吨，农地膜260吨，基本能
满足春耕备耕生产需求。

“目前，各村、社农户不能上街购买
农资产品。为了不误农时，各基层供销
社农资销售网点，采用电话、微信、QQ
等销售春耕农资产品，一律实行送货到
村、到户、到田边地角，方便种植大户、专
业合作社使用，尽力满足用户需要。”潼
南区供销社庄稼医院物流中心负责人秦
淮说。

网上下单 干部代购 电话预订

足不出户农资送到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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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颜安
实习生 廖雨寒

2月9日晚，《中国诗词大会》（第五
季）正式收官。

本季《中国诗词大会》预备团选手
里，出现了一位农民选手。他叫甘立
敏，来自“中华诗城”奉节，今年55岁。
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甘立敏却特别喜
欢写诗，用诗歌来记录家乡的发展与变
化。久而久之，“农民诗人”的名头越来
越响。

入镜《中国诗词大会》官方宣传片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的观

众也许会发现，在节目官方宣传片中，甘
立敏和孙子甘润蕾一起出镜，他们以朴
实的言语介绍着自己的职业：种地的农
民。

本季节目海选时，喜欢诗歌、在当地
被称为“农民诗人”的甘立敏被奉节县推
荐参加，经过层层选拔，他和孙子PK掉
其他选手，入选预备团。

说起自己“农民诗人”称号的来历，
老甘有点不好意思：“农民倒是，诗人可
称不上。”他告诉记者，写诗纯属业余爱
好。只有初中文化的他，这些年不管是
种庄稼还是外出打工，都会在闲暇时间
阅读小说、诗歌和散文，偶尔也试着写一
写。

“2017年，我从外地回来，开始在老
家种地、生活，因为爱写嘛，我就把小诗
写在我家墙上、门上，后来被一位驻村干
部发现了，就把我的事传开了，大家就叫
我‘农民诗人’。”甘立敏说。

用诗歌讴歌家乡发展变迁

在甘立敏的老家奉节县平安乡桃树
村，许多村民都对这位“农民诗人”印象
深刻。

有时候甘立敏扛着个锄头去地
里，锄到一半地，他突然就坐下来，从
包里掏出一个小本本和很小的铅笔，

像模像样地记录起什么来。忘记带小
本本，甘立敏就把烟盒拆开，拿里面雪
白的一面来记录。久而久之，大家发
现，这个庄稼人在干一件读书人干的
事——写诗。

从2017年到现在，甘立敏前前后后
写诗近百首。这些诗有简短的，也有“大
篇幅”的，风格质朴写实，多数都是反映
家乡变化的。

比如记录自己种的脆李，他这样写
道：“新辟田园果树旺，春风细雨披绿
妆。发芽不见花先露，才把珠翠掛树
上。”又比如写村里发展的：“清明节过满
山青，大地回春日月新。昔日狭窄凹凸
路，现在硬化铺沥青……”

记者还注意到，甘立敏的诗歌里，
“关门山”3个字出现的频率尤其高。平
安乡是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桃
树村又是平安乡最偏远的村之一，梅溪
河将桃树村与平安乡场隔绝开来，“看到
屋，走得哭”曾是当地村民的伤心往事，
甘立敏自然也不例外。

去年1月，关门山大桥正式通车，天
堑变通途，让甘立敏兴奋得诗兴大发，一
首诗歌在当地传为佳话。诗歌里写道：

“峡高水急关门山，自古以来是天险。如
今架桥通三地，一路畅通到平安。水电
路讯危房改，高山小村新风采。最是感

谢帮扶人，跋涉入户解忧怀。感谢党的
好干部，百姓脱贫心欢快。”

成立合作社带村民增收

甘立敏不只是在诗词上有想法，在
创业上也颇多点子，是当地的致富带头
人。

2017年，甘立敏回乡创业，一开始
搞的是土鸡养殖，但因为缺少经验，效果
并不好。他立即转项，利用自己外出打
工积攒的种植经验发展脆李，并初获成
功。2018年，甘立敏带头成立起合作
社，带动群众脱贫增收，“农忙期，我招收
工人进行施肥、除草等工作，每天给工人
的报酬是100元，而招收的工人多数是
留守村里的中老年人，他们可以增加点
收入。”他告诉记者。

去年，甘立敏又配合村里的产业发
展，带头种植蕉藕。蕉藕产量高，再加上
关门山大桥通车后带来的交通便利，种
植和销售都非常成功，每亩纯收入达到
4000多元，他带动的26户村民也因此
实现了增收。

过段时间，甘立敏的脆李就将迎来
花期，部分脆李将挂果，甘立敏粗略算了
一下，等明后年到了丰产期，每亩脆李的
纯收入可以达到1-2万元。“到时候，我
肯定会用诗歌记录下来。”

奉节“农民诗人”登上央视《中国诗词大会》
写诗记录家乡发展变化 创业带领村民脱贫增收

“便民服务中心建起来了，有了
莲藕和柠檬等几个产业，我不但脱了
贫，还致了富……全靠驻村工作队引
导得好！”潼南区柏梓镇哑河村脱贫
户倪纯兵这几天干劲十足，忙着准备
就要播下田的莲藕种。

便民中心，有事随时找干部

哑河村的驻村工作队，由潼南区
政协副秘书长王川、政协教科卫体委
副主任李佩娟、政协学文联委副主任
罗毅组成，王川任第一书记、驻村工
作队队长。

入驻后，三人从建立、完善各项
规章制度着手，制定年度脱贫攻坚工
作计划及全村各种规划。

要干事，先要凝心聚力。
过去村里没有便民服务中心，大

家办事很不方便。在潼南区政协的
支持和工作队的协调下，哑河村争取
到50多万元资金，建起了260平方
米的便民服务中心。

硬件有了，软件也不能差。工作
队召开党员大会、组织主题党日活
动，充分激发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为方便村民能及时联系到工
作队，队员们还专门制作了1000张
印有联络方式的年历卡，张贴到每一
户村民家的墙上。

有了年历卡，群众方便了，工作队
的“麻烦事”也多了。“现在有事随时都
可以找干部。”村民倪纯良说，不仅办
事方便了，大家的距离也拉近了。

特色产业，集体经济零突破

哑河村村民们靠种植水稻、小
麦、红苕、玉米等传统农作物养家糊
口。全村867户2967人，就有贫困
户80户299人。

如何拔掉哑河村的“穷根”？工
作队决定在村里尝试发展莲藕种植。

贫困户倪纯兵在工作队的联系
和协调下，参加了莲藕种植技术培训
班，还获得了 1.2 万元产业补助资
金。

“13.5亩的良种藕，当年就获得
了14万元的好收成。”倪纯兵一举脱
了贫。其他困难群众见状，也积极要
求种藕。目前哑河村共种植了50亩
良种藕，每亩产值接近15000元。

工作队又建议倪纯兵组建哑河
村挖藕队，由他带队外出种藕、挖藕，
光是劳力钱，每年能挣到100多万
元。

“为了更好地发展哑河村特色农
业产业，我们想办法招商引资，打造
柠檬基地。”罗毅说，基地帮助哑河村
实现了产业兴旺。工作队还与企业
达成了村集体以现有道路设施、村支
两委为企业提供服务等形式入股的
协议，村集体每年可固定分红3万
元，实现了集体经济“零”的突破。

扶贫日志，记录村子点滴变化

工作队队员都随身带着一本扶
贫日志——

“2017年12月2日。今天终于
为9社贫困户徐桂福卖盒饭协调好
了一个摊点，他家两个子女的学费和
生活费终于有着落了。”

“2018年12月29日。今天爱心
企业家来到村里，走访慰问了7社低
保贫困户陈玉，给她送去1000元慰
问金及被褥、棉衣等过冬物资，还将
帮助她的女儿罗晓霞圆大学之梦。”

……
扶贫日志里，详详细细记录了哑

河村点点滴滴的变化：修建泥结石路
和硬化公路25公里，整治土地350
亩，实施全村电网改造、200户天然
气入户工程；全村集约流转土地
1680亩，发展柠檬、莲藕、花椒、龙虾
产业；实施危房改造14户；实施“志
智”双扶及村庄清洁行动，实现了整
村“八有”，解决了群众“八难”，脱贫
攻坚结出了累累硕果。

（潼南区融媒体中心 李扬）

哑河村的扶贫事

据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记
者 申铖）财政部10日发布数据显
示，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0382亿元，同比增长3.8%。其中，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9305亿元，
同比增长4.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
级收入 101077 亿元，同比增长

3.2%。
支出方面，2019年，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238874亿元，同比增长
8.1%。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
级支出35115亿元，同比增长6%；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3759亿
元，同比增长8.5%。

2019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8%

关 注 春 耕 生 产

“农民诗人”甘立敏。
（采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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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梁平区新合农资公司配送中心
仓库，工人们戴着口罩正在往货车上装复合肥，
准备送到铁门乡用于春耕生产。

特约摄影 刘辉

据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2月10日
电 （记者 王守宝 周宁 王君
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0日在埃塞
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非盟总
部举行颁奖仪式，授予中国科学家屠
呦呦等三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赤
道几内亚国际生命科学研究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9年
10月22日公布了2019年度这一奖
项的获奖名单。该奖旨在奖励提高
人类生活质量的杰出生命科学研究，
研究主体可以是个人或机构。中国
中医科学院教授、2015年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因其在
寄生虫疾病方面的研究获得这一奖
项。

由于身体原因，屠呦呦无法亲自

到场领奖，由中国驻非盟使团团长刘
豫锡大使代为领奖。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现场播放了屠呦呦团队发送的
视频致辞。

屠呦呦在视频中表示，非常荣幸
获得这一奖项，同时也深感这是一份
责任。从中医药发现青蒿素，吹响了
抗疟战斗的号角。我们需要继续奋
斗，早日实现一个没有疟疾的世界。

除屠呦呦教授外，来自美国的
凯托·洛朗森教授由于在生物材料
再生工程临床应用、干细胞科学等
方面的创新工作获奖。另一名获奖
者是来自爱尔兰的凯文·麦圭根教
授，他研发的太阳能消毒技术帮助
非洲和亚洲等地的人们获得了干净
饮用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
屠呦呦赤道几内亚国际生命科学研究奖

据新华社洛杉矶 2 月 9 日电
（记者 高山 许凤 黄恒）第92届
奥斯卡奖颁奖礼9日在美国洛杉矶
杜比剧院举行，韩国导演奉俊昊执导
的黑色喜剧片《寄生虫》一鸣惊人，揽
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
片以及最佳原创剧本四项大奖。成
为奥斯卡奖史上第一部夺得最佳影
片的外语片，也是第一部夺得奥斯卡
奖项的韩国影片。

华金·菲尼克斯凭借惊悚片《小
丑》夺得最佳男主角奖。蕾妮·齐薇
格凭借在《朱迪》中重现好莱坞前辈
朱迪·嘉兰的风采而摘取最佳女主角

奖。布拉德·皮特凭借《好莱坞往事》
斩获最佳男配角奖。《婚姻故事》女星
劳拉·邓恩捧走了最佳女配角奖。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夫妇旗下公
司出品的《美国工厂》获得了最佳纪
录长片，该片记录了中国企业福耀在
美国俄亥俄州办厂的经历。

最佳动画长片由《玩具总动员
4》获得，最佳动画短片得主是《发之
恋》。

凭借“一镜到底”征服众多观众
的一战大片《1917》夺取了最佳摄
影、最佳音响效果和最佳视觉效果三
个奖项。

《寄生虫》笑傲第92届奥斯卡奖

据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记
者 陈炜伟 安蓓 陈爱平）国家统
计局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5.4%，涨幅比上月扩大0.9 个百分
点。

“同比涨幅扩大既有春节及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的因素，也有今年与去
年春节错月、去年对比基数较低的因
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
董莉娟说。

专家分析，去年春节在2月，而
今年春节在1月，春节错月和低基数
是影响1月份CPI涨幅的主要因素。

在新涨价因素中，食品价格的上
涨是主因。在新涨价的1.4个百分
点当中约70%来自食品分项上涨拉
动，其中猪肉、鲜菜分别贡献27.6%
和28.2%，但鲜果价格在回落。

专家分析，疫情会对部分商品价
格产生阶段性影响，但不会引发物价
全面持续上涨。

1月CPI同比上涨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