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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雨 实习
生 李敏 黄甜）秋风起，高粱熟。
记者日前从江津区获悉，该区通过
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让原本效
益低下的高粱种植快速发展，成为
新的优势产业，今年规模种植面积
已达2.5万亩，平均亩产超600斤。

记者在江津高粱种植核心
区——位于永兴镇黄庄村的江小
白高粱产业园看到，红色的高粱已
经开始收割，联合收割机轰隆隆地
忙个不停，合作社的农民也没闲着，
把倒伏在地的高粱穗收进背篓……

“高粱是江津近年来发展最快
的农业产业。”江津区农业农村委
负责人说，该区2019年规模化种
植高粱为5000亩，今年则达到2.5
万亩。

江津已有500多年的酿酒历
史，高粱作为酿酒的主要原材料，
曾是当地重要的经济作物。但因
该区过去种植的都是本地高粱品
种，受地形等因素限制，亩产只有
两三百斤，经济效益低下，自上世
纪90年代以来，种植量呈逐渐下
降趋势。

该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江津高
粱产业能够进入发展快车道，主要
是因为推广了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模式。所谓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就
是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
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分工协
作为前提，以规模经营为依托，以
利益联结为纽带的一体化农业经
营组织联盟。这种模式让当地龙
头企业江记酒庄和农民合作社、农
民结合成为紧密合作的利益联结
体，大幅提高了高粱种植加工技术

和种植效益。
据了解，江津农村以缓坡和梯

田为主，再加上过去种植的本地高
粱品种大概2米高，难以实现机械
化收割。江记酒庄以“江小白高粱
产业园”项目为依托，争取政府对高
粱种植基地实施宜机化改造，为全
程机械化作业奠定了基础。通过与
四川省农科院等多个科研院所合
作，引进了成株高1.2-1.5米、适宜
全程机械化生产的优质新品种，把
高粱亩均产量由过去的不到300斤
提到了600余斤。

通过引进现代种植加工技术，
该区还大幅降低了高粱种植成本和
劳动强度，大幅提升了高粱加工品
质。过去，该区在高粱栽种环节采
用的是移栽技术，亩均成本300元
左右；现在采用直播种植，亩均成本
只有30元左右。过去，高粱收割后
还要人工脱粒、晾晒，既耗时费力，
又不能有效保证品质；现在，在高粱
地里就地实现机械化收割、脱粒，然
后由卡车运回产业园仓库，立时采
用大型烘干机烘干并清选除杂，7
小时就能打包入库。

在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模式下，
江记酒庄给出高粱收购保底价为每
公斤5元，同时每年每亩补贴300
元，大幅调动了农民、农民合作社种
植高粱的积极性。黄庄村高粱种植
合作社负责人称，农民还可以采取
土地流转的方式，一边工作一边拿
租金，田、土分别按照每年每亩700
斤水稻和400斤水稻进行折算。

根据规划，江津高粱辐射种
植面积将在未来几年达到10万亩
以上。

江津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让高粱焕发新生

企业 提高效率还能保证品质
农民 降低劳动强度还能增收

“平安乡村·智惠农家”服务系统将在全市所有农村派出所推广

这款 App 为何这样

石柱县中益乡坪坝村，一体化监测系统显示着辖区的PM值、温度、湿度等数据（摄
于2019年7月9日）。 图片均由记者 张锦辉 汤艳娟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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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县公安局平安乡村智惠农家服务中心，民警正通过中益智能化乡村治理系
统进行视频巡逻（摄于2019年7月9日）。

□重报集团三峡分社记者 巨建兵
杨圣泉 郭浏婷

一个800余户的村子，有100户是
建卡贫困户。

山高坡陡、信息闭塞，这样的村子要
实现脱贫和发展，谈何容易。

然而，参与万州区茨竹乡盛家村脱
贫攻坚的各级党员干部，硬是用几年时
间，让这个偏远山村的百户村民基本达
到了脱贫标准。说起这几年村里的变
化，村民们感慨：是互联网为我们这里插
上了脱贫的“翅膀”！

偏远小山村 建卡贫困户上百户

脱贫攻坚的号角吹响后，结对帮扶
盛家村的重庆移动万州分公司总经理龙
镇宇拿到盛家村的贫困户花名册——全
村825户村民，建卡贫困户100户。

而该公司派驻到盛家村的第一书记
付国臣，到村里走了一圈，留下的印象
是：吃水难、用电难、行路难，产业无，人
居环境差。看到这样的境况，老付两天
两夜没睡着觉。

盛家村的现实情况，考验着扶贫战
线的党员干部。这样一个村子如何才能
脱贫？从那里入手？

脱贫攻坚不能拖、不能等，要检验这
项工作的实效也只有一条：让贫困村民
富起来。

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茨竹乡党委、乡
政府和盛家村的帮扶单位认为，由于基
础条件差，盛家村的优势资源没能换化
为致富产业；信息闭塞，也是制约盛家村
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龙镇宇召集单位的扶贫干部定下
“规矩”：我一个月进村一次，解决突出问
题，驻村队员要吃在村、住在村，干在村，
村民不脱贫，坚决不收兵。

电商多起来 土特产成了抢手货

“穷根”找到了，就要对症下药。
近两年，重庆移动万州分公司对帮

扶地区启动“信息化扶贫”工程：投入
600多万元，为茨竹乡新建9个移动基
站，铺设50公里传输光缆，投入118万元
打造“宽带茨竹”，为茨竹乡4042户村民
提供光纤到户服务；为当地政府提供办
公网﹢云企信；为贫困户办理“0元购
机”、惠农网等惠民业务，每年为贫困人
员免资费50余万元。

网络畅通了，发展电商便有了基础
条件——公司支持茨竹乡每个村建立起
一个电商性质的“益农信息社”，促进当
地土特产的生产和销售。而早在2018
年，公司便探索“消费扶贫”，由公司牵线
搭桥引导电商为村民销售苕粉、花生、土
鸡、李子等土特产。

目前，盛家村里发展了“子芬特产
店”等6家电商，土特产供不应求，消费
扶贫已成为村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宽带进村，使用电脑、智能手机的村
民逐渐多起来。对此，龙镇宇说，我们要
让手机变成农民熟悉的“新农具”，让村
民学会网上接订单、网上购物，让乡村与

市场的距离变得更近！
在市、区、乡和扶贫单位的支持下，

如今盛家村的住房条件大大改善，水泥
道路进村入户；村民用上了自来水和天
然气，通过农网改造村里供电稳定；通
过土地流转发展起产业：建起了1000
亩晚熟季、500亩核桃、500亩玫瑰花基
地。

4G进山村 山村发展有了“翅膀”

“我要看中央1台！”9月7日正午时
分，在盛家村8社老农黄良志宽大的客
厅里，他拿着电视机的智能遥控板，在龙
镇宇的指点下，用语音选看自己喜欢的
频道和节目。

黄良志高兴地说：“网络是个好东
西，我前不久卖了几百公斤辣椒，收入
4000多元，就是一个视频电话搞定的。”

村民张志海对“益农信息”有着很深
的感受。由于父母多病丧失劳动能力，
再加上孩子上学，他曾是村里有名的“深
度贫困户”。近几年，付国臣等人的帮助

下，他发展生猪养殖，去年出栏200多
头，今年已出栏150头，收入有60多万
元，还有50余头待售。

“现在网络发达，能省很多事。”他
说，万州一个肉品厂近期需要10多头猪
肉，他用视频将养殖、存栏情况发给对
方，对方很满意，过几天就来装运。他今
年不少生猪销售，也都是这种“视频下
单”的形式完成的。

如今，张志海每年仅生猪养殖的收
入就接近百万元。他成为村里的致富带
头人。对此，张志海十分感激村付国臣：

“从一头母猪喂起，发展到现年收入百万
元，我永远不会忘记，是付书记这些年不
停地拉我扶我。”

为了让村民享受到网络的快捷，龙
镇宇说，接下来他们将优先对盛家村等
地的移动基站进行升级改造，争取让5G
早日进村，推动当地进一步发展电商、农
家乐、乡村旅游等。

畅通的网络信息为村子插上了脱贫
致富“翅膀”，盛家村发展正当时。

4G进山村 百户村民插上脱贫“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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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松 实习生 张天杰

一款名为“平安乡村·智惠农家”的
App火了！日前，市公安局在全市智能
化乡村防控体系建设助推精准脱贫工作
现场推进会上决定，这款App将首先在
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推广使用，未来
在全市所有农村派出所推广。

这款App到底牛在哪？近日，重庆
日报记者来到此前成功试点的石柱土家
族自治县中益乡，一探究竟。

民警拿它办案子，提升安全感

农村犯的案子一般都不大，但偷鸡
摸狗的事最让老百姓没有安全感。中益
乡派出所教导员段超讲起了农村偷狗的
案子。

“去年9月份，我们派出所收到多起
村民反映，自家养的狗被人偷走。”段超
告诉记者，民警侦查发现，这些丢失的狗
很可能是被人投毒后偷走的，而一旦流
入餐桌，则会带来食品安全隐患。

随即，派出所通过“平安乡村·智惠
农家”App发布了具体案件信息，通知
各村的巡逻队员注意巡查可疑人员。
同时，通过App里的视频监控功能，加
大了对辖区内各个重要区域的视频巡
查。原来，该系统依靠高空瞭望镜头，
远可看到周围5公里的全貌，近可看到
车辆号牌，这成了村警务室民警破案的
神器。

几天后，办案民警果然通过视频监
控，在龙河村附近发现一辆形迹可疑的
银白色越野车，遂立即通知附近巡逻警
力对其进行盘查。经搜查，民警从该车
辆中搜查出两条死狗和数10枚疑似投
毒物品，车内二人对投毒偷狗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

“你看这，这是上次出现碎石滑坡的
位置。”拉近镜头，一条乡村公路出现在
视频里。中益乡坪坝村官田警务室民警
刘攀已经习惯每天点开“平安乡村·智惠
农家”App，用视频监控功能巡视自己所
负责的辖区。

就在一个月前的一天，当地突下大
暴雨，他在警务室里通过视频巡逻发现
了碎石滑坡的险情。后经过紧急处置固
定边坡，没有造成大的垮塌事故。

据了解，2019年中益乡刑事发案、
110警情大幅下降，一半以上刑事案件
都是通过“平安乡村·智惠农家”防控系
统破获，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创历史新
高。

村社干部拿它化解矛盾
纠纷，提升化解率

“现在有了这个App，整合了各方力
量，矛盾纠纷化解效率提高了不少。”说
起“平安乡村·智惠农家”App，华溪村村
委会主任花漓丹称赞道。

“这个App我们村干部都在用。”花
漓丹说，今年4月，华溪村村民向学贵家
散养的牛群，因为疏于管理污染了村里
的水源地，当地村民通过App反映了这
一情况。

花漓丹找到向学贵时，向学贵却不
以为然地说：“我一直都是这么养的牛，

能有什么问题嘛。”
见说服不了向学贵，花漓丹随即通

过“平安乡村·智惠农家”App，在金牌调
解人专家库里分别找到环保和卫生部门
相关专家在线说法。

“哎哟，没想到这么严重，我马上
改。”在听取两方面专家讲解相关环保法
律知识和污染水源地将会对村民饮水造
成什么严重后果后，向学贵认识到错
误。他不但当即对自家牛群进行了圈
养，还特地在村民大会上向所有村民道
歉，赢得了村民的谅解。

“平时每调解一起矛盾纠纷，都会将
其录入App，方便今后通过大数据统计，
及时发现问题。”花漓丹介绍，村民有近
一半的矛盾纠纷通过该系统的线上调解
方式解决。

目前，中益乡正全力打造“贵和工作
室”，建立由乡贤、司法、律师等组成的

“金牌调解人专家库”和“贵和调解队”，
通过大屏幕或手机App，在线提供法律
咨询和专业解答，从而实现“矛盾不上
交”。

村民用它迎客人，卖出土特产

9月3日，中益乡坪坝村开农家乐的
村民向大忠、邹小珍夫妇起了个大早，到
自家菜地里摘蔬菜。

“最近生意红火着咧，你要是周末来
可能都没房间。”他家有一栋3层高的黄
色小楼，就在公路边。说着，今年50岁
的向大忠拿起手机点开了App“住客采
集”功能，只需打开手机摄像头对旅客身
份证拍张照，就可自动输入旅客信息，再
填上旅店名称、入住时间、房号、旅客电
话等即可完成登记，操作十分方便，一学

就会。
说起开农家乐的经历，向大忠开心

地告诉记者，由于使用了“平安乡村·智
惠农家”App，还节省了一笔数千元的开
支。

原来，向大忠、邹小珍夫妇两年前还
是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攻坚战打
响后，向大忠参加了村里组织的焊工技
术培训，妻子邹小珍学起了厨师。村里
建议他们把自家装修一下，办个农家
乐。可农家乐属于民宿，按要求需要安
装一套旅店业登记系统。旅店业登记系
统得花4000余元，而且每年还要缴纳数
百元的维护费，这让向大忠夫妇打起退
堂鼓。

同样犯难的，还有中益乡其他等待
开办农家乐的村民。为什么不能将旅店
业登记系统整合融入“平安乡村·智惠农
家”服务系统呢？此时，正逢“平安乡村·
智惠农家”服务系统在中益乡试点。

经过打通数据壁垒，融入了旅店业
登记系统的“平安乡村·智惠农家”App
正式投用，为每户省去旅店系统安装费
4000余元和每年数百元的维护费，村民
争相注册经营民宿、农家乐。目前，中益
乡已注册800余家民宿、农家乐。

不仅如此，“平安乡村·智惠农家”
App还推出了土特产推荐功能，帮助
当地村民解决了部分土特产销路的问
题。

“通过智能化强化乡村治理，有效破
解了农村社会治理中普遍存在的‘基础
信息采集难、游客住宿登记难、安全隐患
排查难、基层社会治理难’等老大难问
题。”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
正是这个系统推广的意义所在。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10 月 8 日
电 （记者 和苗）瑞典文学院8日
宣布，将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
美国女诗人路易丝·格吕克。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马茨·
马尔姆当天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揭晓获奖者时说，
格吕克用她“带有朴素美的、清晰
的诗意声音，令个人的存在普世
化”。文学院在当天发布的新闻
公报中说，“她从神话和古典图案
中汲取灵感，呈现在她大部分的

作品中”。
马尔姆表示，他已与格吕克取

得电话联系，她得知获奖感到非常
惊喜。因新冠疫情，今年诺贝尔奖
改为远程颁奖，希望明年能邀请格
吕克来斯德哥尔摩。

格吕克1943年出生于美国纽
约，1968 年出版处女诗集《头生
子》，著有多本诗集和诗歌随笔集，
获得过美国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
等多个奖项，被认为是美国当代最
杰出的诗人之一。

美国女诗人格吕克
获今年诺贝尔文学奖

□本报记者 杨骏

“作为一家科技型公司，居然能
这么快在银行申请到贷款。早知道
这样，我们也少跑两个月‘弯路’。”
9月29日，重庆臻联盛创科技发展
公司（下称臻联盛创）的负责人感叹
道。

臻联盛创是一家提供智慧校园
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今年，臻联
盛创为加快推进校园网络建设，需
要资金，想找银行贷款。由于对各
个银行的产品不熟悉，企业跑了两
个多月，找了几家银行，也没有完全
解决资金问题。

今年7月，臻联盛创通过在江
北区行政服务中心落地的“渝融
通”——江北区民营小微企业首贷
续贷中心（下称首贷续贷中心）提交
了贷款申请。重庆农商行很快就与
企业联系，第一时间上门开展授信
调查。

随后，重庆农商行根据企业实
际情况，给臻联盛创定制了专项融
资方案，仅用一周时间，就给企业发
放了240万元的科技型企业知识价
值信用贷款。

“很多科技型企业都跟臻联盛
创类似，不知道我们银行有针对科
技型企业和小微企业的信用贷款产
品。”重庆农商行江北支行小微部工
作人员佘羽翔说，其实银行非常缺
乏与民营小微企业的沟通联系渠
道，使得银行想给民营小微企业放
贷，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首贷续贷中心的投用，解决了
企业与银行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
题。

今年6月，首贷续贷中心在江
北区行政服务中心正式对外开展服
务。企业只需要扫描相应二维码，
输入基本信息和融资需求，后台就
会将信息推送至入驻中心的各银
行。银行可根据自己的业务情况，
选择企业并及时进行对接。

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货币
信贷处副处长冯春江介绍，通过这
样的方式，民营小微企业无需像以
前那样，一家一家挨个跑银行，省去
了大量时间成本，还可以在线上“一
对多”地挑选、了解银行。

“对银行而言，这些企业的申请
需求，又像一个个‘订单’，所有入驻
首贷续贷中心的银行都可以去‘抢
单’。”冯春江说，如此一来，银行也
解决了高效匹配客户的问题。

同时，首贷续贷中心也在尽量
降低民营小微企业的贷款难度。一
方面，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对
入驻中心的各银行推出了一定的激
励机制，让他们可以制订更简单、合
理的融资产品与方案；另一方面，任
何入驻中心的银行，拒绝企业贷款
时，必须给出明确、细致的说明，让
企业了解无法申请到贷款的原因，
从而进行调整改善。

“为了让更多民营小微企业了
解这一平台，江北区各级部门、街
镇做了大量推广宣传工作。”江北
区金融办副主任卢朝锋介绍，今年
以来，全区协调街镇、园区、行业主
管部门召开了 7 场银企对接会。
期间，全区利用首贷续贷中心，为
银企合作牵线搭桥，提高融资对接
效率。

数据统计，截至9月28日，首
贷续贷中心共接受企业融资需求申
请326笔，资金需求10.45亿元；其
中，已完成放贷 96 笔，贷款金额
2.16亿元，有效缓解了民营企业、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难问题，
为全市稳企业保就业提供金融支
持，推动“六稳”“六保”工作做深做
实。

江北区政府党组成员项银涛表
示，首贷续贷中心开放服务，是江北
区打造金融高地的一项重要举措，
也是实现“普惠金融”的有力实践，
有助于推动重庆优化提升营商环
境，建设内陆国际金融中心。

江北区首贷续贷中心投用3个月发放贷款2.16亿元——

民营小微企业申贷 银行竞争“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