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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刚

新冠肺炎疫情意外“捧红”了果酒。果
酒中杀出的行业冠军，竟然来自重庆——天
猫数据显示，今年“6·18”消费节期间，果酒
类增长率超80%。其中，由重庆江小白酒
业推出的一款名为“梅见”的青梅酒，成为果
酒销量和销售收入的双料冠军。

要知道，目前在天猫上销售的果酒，品
牌超过5000个。在酒企中尚属“后生”的江
小白酒业，以青梅酒拿下国内第一，怎么做
到的？

“这个第一，来得绝非偶然。”重庆江小
白酒业有限公司总裁陶石泉说，早在几年
前，他们就把产品研发的目标瞄向果酒。

2011年，陶石泉筹备并创立江小白，以
江津白沙镇小曲高粱酒为“原型”，研发出一
款纸套包装、40度的二两装白酒品牌，并取
名为“江小白”。这款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
白酒，出人意料地大卖，市场逐渐从四川、重
庆、湖南等地渗透到了全国所有省市。

“外人看来江小白的大卖是出人意料，
其实恰恰说明，我们对年轻人这个群体的饮
酒需求判断是准的。”陶石泉说，据该公司大
量调查发现，年轻人的饮酒习惯和老一辈不
一样，绝大多数年轻人不喜欢传统白酒辛辣
的口感，而是喜欢度数较低、口感更清爽的
酒饮品。

抓住这一点，做年轻人市场，开发系列
产品，成为江小白的企业信条。度数更低、

口感更好的果酒，成为江小白下一个重点开
发的产品。2017年，江小白正式进军果酒，
首选品种即是有着悠久传统和良好市场基
础的青梅酒，重庆俗称“梅子酒”。

既然选定了这个产品，就要把品质做
好。研发团队尝遍了各种青梅后，最终选
择了普宁青梅，后者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认
证，可谓原料正宗。为了保留纯粹的青梅
滋味，他们采用了糖渍工艺缓慢出汁，这个
过程长达90天。基酒选用的单纯高粱酒，
跟其他白酒比起来口感更纯净，杂味更少，
能更好地跟青梅融合，达到酸甜平衡，没有
杂味。

同时，青梅酒延续了江小白的低度酒开
发策略，把度数进一步降低到了12度，随意
喝，不上头，抓住了年轻群体的需求。

在产品营销上，“梅见”也沿袭了江小白
一贯的打法，诉诸年轻人的情感表达和互

动。他们还专门为这款酒创作了一首歌，把
“我把回忆酿了酒，把你写进诗的最后”这样
文艺的语言写成歌词，让品牌形象更受年轻
人的喜爱。

2018年，江小白酒业的梅见青梅酒面
世，线上线下同步销售。和市场上诸多品牌
的果酒比较，它口感更纯，同时有江小白这
一年轻化的品牌作支撑，逐步胜出，销量开
始攀升。

两年的品牌积累，在今年初迎来爆发式
增长。疫情发生后，人们社交减少，但居家
生活用于佐餐的果酒等饮品，却出现了逆势
增长。此时，酸酸甜甜、能开胃的梅见青梅
酒，在佐餐的酒类饮品中顺势崛起。它低
度，不抢菜味，能跟各大菜系的味道融合，开
胃恰逢其时。更重要的是，习惯于佐餐饮酒
的群体，年轻人居多，为梅见品牌切入提供
了天然的市场基础。

“梅见”青梅酒凭啥摘得果酒销冠
——看江小白“做年轻人市场”的产品研发营销高招

本报讯 （记者 白麟 通讯员 戴
莹）重庆日报记者8月31日从涪陵页岩气
公司获悉，通过实施动态监测技术助力气井
上产增效，涪陵页岩气田今年以来累计产销
量双双突破40亿立方米。

记者当日在现场看到，涪陵页岩气田焦
页17-4HF井，几名技术人员正在摇动滚
轮，把一根上千米的钢丝缓缓放入井口。钢
丝底部连着一个细长的压力测试仪。在地

下穿行近一个小时后，压力测试仪到达气井
底部，搜集气压等数据，为动态监测提供依
据。

涪陵页岩气公司技术中心主管米瑛介
绍，动态监测技术通过对气井生产过程中的
产量和压力、井下和地面工程变化情况进行
监测，及时有效地指导气井合理开采，促进
气藏科学开发。“打个比方，动态监测人员就
像气井的护士，能随时观察气井‘身体状

态’，出现异常立即‘医治’，从而提高气井产
量贡献率。”

与此同时，在涪陵页岩气公司技术中
心，工作人员正在电脑前汇总和分析前端采
集到的气井地质、渗流、采气等各项参数。

据介绍，过去要了解页岩气井的状态，
主要是通过井口压力等数据进行推测和预
估。现在，涪陵页岩气田把全部气井进行了
精细分区、分块，确定差异性关键参数，并应

用先进的传感设备和研究方法，建立起一整
套完善的动态监测体系，填补了国内页岩气
田动态监测方面的空白。

动态监测带来极大的好处。近日，涪陵
页岩气公司技术人员就利用该技术，对焦页
17-4HF井实施了“增压+泡排”排采组合
工艺，使该井从间开生产成功转为连续生
产，日产量也由0.4万立方米大幅提升至3
万立方米。

今年以来，涪陵页岩气田利用该技术使
18口井成功复产。截至目前，该气田今年
已累计生产页岩气近42亿立方米，销售超
40亿立方米，均比去年同期增长3%以上。
8月25日，气田日销量更达到1900万立方
米，创下最高日销量纪录。

动态监测技术助力涪陵页岩气田上产增效
今年以来累计产销量双双突破40亿立方米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重庆日报记者9月2日从市审计
局获悉，重庆市审计局已与四川省审计厅共同签署《服务保障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川渝审计合作协议》（简称《合作协议》），
双方将携手在五方面建立合作机制，共促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合作协议》明确，双方将强化联动协作，形成监督合力，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供审计服
务和保障。

双方将在促进政策措施协同落实、重大项目联动实施、体制
机制联动创新、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方面推
进联动协作落实落细。

据介绍，为推动务实合作走深走实，双方将建立工作会商、
资源共享、协助配合、整改联动、结果互用机制，做好审计工作规
划、年度审计项目计划衔接，推动审计数据、技术方法、人力资
源、审计结果共享，加强问题线索核查、延伸审计调查协助配合，
共同推动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着力构建区域“经济体检”
审计合作机制，有效发挥审计监督职能作用，更好地服务保障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下一步，双方将会商完善《合作协议》责任落实清单和年度
合作重点任务清单，加强深度交流协作，推动川渝审计合作落地
见效。

川渝携手构建
区域“经济体检”审计合作机制

本报讯 （记者 韩毅）近日，“成渝地·巴蜀情”2020重庆
文旅大篷车巡游四川营销推广活动首条线路正式收官。在为期
一个星期的行程中，重庆文旅大篷车深度巡游了成都、内江、自
贡、宜宾、泸州5地，让四川人民对重庆文旅线路及产品有了更
多、更深的认识，川渝互游必将再上新台阶。

本次文旅大篷车由南川、黔江、江津、长寿、大足、武隆、
万盛、彭水以及重庆旅游集团共同派员组成，每巡游一地都
为当地群众带去了包括金佛山、乐和乐都、阿依河、神龙峡、
统景温泉等多个景区门票、温泉票、船票、酒店住宿券等“旅
游福利”，现场各展台还有存钱罐、书签、笔记本、剪刀、豆腐
干等地方特色的免费礼品领取。当地群众参与互动答题、展
台抽奖、拍照发圈等现场互动活动，还有机会赢得景区门票、
特色奖品。

除了门票、礼品、奖品外，巡游推介团每到一地还举行了特
色民俗表演、精品线路推荐及优惠政策推介等。

据了解，2020重庆文旅大篷车巡游营销推广活动，是川渝
两地携手打造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的互动之举。活动期间，重庆
市文化旅游委将组织3条推广线路，深入到四川17个地市州开
展重庆文旅大篷车巡游路演，重庆所有区县都将参与其中。本
次首条线路的成功收官，将为接下来的行程打下良好基础。

下一步，川渝两地文旅部门还将围绕建设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开展系列活动，持续巩固双方合作成果，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

重庆文旅大篷车深度巡游四川
为5个城市送去“旅游福利”

□本报首席记者 张莎

下棋、打牌、聊天、看书……近日，重庆
日报记者在大足区龙岗街道龙岗村互助养
老中心看见，留守老人们悠闲地聚在一起度
过晚年时光。

“这是我们家门口的学园、乐园、家园。”
62岁的黄进玉老人笑着向记者展示她还没
有完成的手工布钱包，虽不精致，却小巧漂
亮。

自儿女外出打工后，黄进玉就成了留守
的空巢老人。她在村里生活了一辈子，对老
家不舍，所以不管孩子们怎么劝说，她都拒
绝去城市生活。如此一来，她便和家中的电
视机“朝夕相处”，尽管生活枯燥单一，但她
从不给在外打工的儿子说，“怕耽误他们赚
钱”。

不能让空巢老人的生活如此寂寞！今
年5月，大足区民政局联合大足区福佑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在龙岗村的农民新村“富轿
新居”租下一套近300平方米的闲置房屋，
建成互助养老中心。

记者见到，互助养老中心设置了棋牌
室、多功能室、健身室、图书室、互助超市、休

息室、食堂等。白天，附近的老人们来这里
相聚交流、互助互娱；晚上，想住即住，想回
家便回家。

互助养老中心由专业社工担任管理员，
根据老人们的需求，设置了手工、书画、养
生、唱歌、跳舞等兴趣小组。黄进玉参加几
次以后，就爱上了做手工，成为忠实学员。

福佑社工李春燕告诉记者，农村互助养
老中心还有一个看不见的“隐藏功能”，就是
激发农村老人的“互助因子”。

“农村留守老人多且居住分散，城市社
区养老模式与之不匹配，为了更好地服务高
龄、独居、患病等重点老人，我们组建了一支
85人的互助养老志愿服务队，为40位老人
建立了互助四级联系人制度。”李春燕介绍
说，每级联系人有不同的职能和任务，形成
有序的互助帮扶运行体系。

每周送书给老人们看，半个月做一次大
扫除，还有日常洗衣服、陪伴、共同度过传统
节日……这几个月来，一群人围着龙岗村

81岁的特困孤寡老人易福兴转，让他享受
到难得的温情。

易福兴的一级联系人是村支部书记苏
朝德和社工李春燕，他俩负责统筹养老资
源；二级联系人是19社社长贺良中，他和三
级联系人——56岁的邻居唐淑兰一起为老
人提供具体服务；四级联系人是老人的侄儿
贺良学。

在易福兴老人家里，刚做完简单扫除的
唐淑兰笑声朗朗，“我在村里还算个‘年轻人’
呢，搭把手帮他们做点事，觉得很充实。”唐淑
兰满头黑发，身体硬朗，性格开朗。她常常东
家进西家出，是几位老人的三级联系人。

她说，自己耳朵好，周围的老头老太三
天两头请她帮忙接打电话；有些老人年纪特
别大、种不了菜，她就常拿点蔬菜给他们；有
时上街赶场，就帮老人们捎带点药和生活用
品。

在龙岗村，留守老人之间互帮互助——腿
脚好的配合志愿者做服务工作，识字的给老
人读报纸说新闻，身体好的帮助身体不好的
买药、收菜……时间长了，大家就像一家人
一样。

做饭送饭积10分、清洗衣服积6分、代
购物品积6分、陪同看诊积10分、剪指甲捶
背捶腿等积6分……这是大足区农村互助
养老中心“互助爱心银行”的积分准则。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互助行为能够长期
持续，福佑社工为农村的志愿者们在“互助
爱心银行”立户开卡，进行爱心积分。这些
积分可以在互助超市里兑换物资，或购买社
工服务。

目前，像龙岗村这样散发出幸福味道的
农村互助养老中心，大足区已建成24个，可
覆盖该区1万余农村老人。

大足区建起24个农村互助养老中心，推行互助帮扶四级联系人制度——

农村留守老人有了学园乐园家园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9月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高
新区了解到，该区“三级政务服务标准体系”（下称标准体系）已
正式发布。据了解，这是我市首部覆盖“区+镇（街道）+村（社
区）”三级政务服务范围的“1+10+98”政务服务标准体系（即1
个区级政务服务中心+10个镇街公共服务中心+98个村社便民
服务中心）。通过全面推行服务标准化建设，高新区将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助力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

据介绍，标准体系围绕重庆高新区三级政务服务、管理、监
督等工作标准制定，是三级政务服务体系开展政务服务、管理、
监督检查等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全文共58项标准，包含
通用基础标准、服务提供标准、服务保障标准三个子体系。

据了解，为加强政务服务事项业务指导，重庆高新区统一制
定了进驻事项目录、赋权事项目录和服务指南，逐步融合业务办
理系统，实现统一协同、互联互通。加大力度推进村（社区）帮
办、代办服务模式，指导便民服务中心设立帮办、代办窗口，制定
代办工作制度，明确代办员岗位职责，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
里”。

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已先行启动“10+10”标准化建设
工作，即完善10个镇街公共服务中心以及10个村社便民服务
中心示范点的标准化建设改造，完成了10个镇街公共服务中心
门头改造，完成公共服务中心和便民服务中心设计方案。

“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在家门口就能办‘政’事，一
套标准化的办事标准至关重要。”该负责人介绍，目前，重庆高新
区已率先将镇、村两级纳入政务服务综合标准化体系，推动受理
条件、办理流程、申请材料等规范化、标准化，实现区级部门与
镇、村同一事项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把“不见面审批”从“能
办”向“快办”“好办”推进。

此外，各村（社）便民服务中心派选政策熟、经验丰富、协调
能力强的人员担任全程代办员，负责做好群众需由街道办理或
办理审批事项的代办工作，形成以区政务服务中心为龙头、镇街
公共服务中心为枢纽、村社便民服务中心广覆盖的为民服务体
系，实现基层群众办事就近能办、多点可办、少跑一段路、少进
一次门的“零距离”政务服务便民化目标，更好地服务基层、服
务群众。

“政”事在家门口就能办

重庆高新区发布三级政务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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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位于巴南区的重庆
公路物流基地重庆顺丰产业园项
目冷链仓，工作人员在-18℃的
仓内转运货物。

据了解，该项目于 2017 年 8
月正式签约入驻重庆公路物流
基地，今年8月28日开园。产业
园是集智能仓储、冷链及供应链
配套、商务生活为一体的综合型
仓储物流服务基地，年产值可达
4亿元。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重庆顺丰产业园
在巴南开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