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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供销
产业扶贫聚焦好货 为农服务闯出新路

10月15日，梁平区
供销合作社迎来了一批
来自云南的客人。

17名云南省安宁
市供销合作社的成员，
走进蜀东鱼米之乡梁
平，专程考察该区供销
社以社有企业为龙头推
进“三社”融合发展，帮
助农户增收致富的案
例。

在新世纪梁平区贫
困户优质农副产品销售
专柜，该区按照市场保
底价对贫困农户的农产
品进行收购，然后统一
销售到超市，解决流通
问题，助力贫困农户脱
贫增收。

对此，云南省安宁
市供销合作社副主任武
忠详感叹道：“农户富不
富，供销扶上路。”

这 样 的 片
段，是全市供
销合作系统
在脱贫攻
坚工作中
的生动缩
影。

近 5
年来，特
别是2017
年以来，市
供销合作社
全面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脱
贫攻坚重要决策部署和
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
坚持为农服务宗旨，充
分发挥行业优势，积极
推动产业扶贫，在全市
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健全基层组织 能人带头走上致富路

2018年前，巴南区蔡家寺村还
是一片荒芜的景象。如今，1700多
亩的荒山改头换面，硕果累累，成了
一年四季花果飘香的绿水青山。

这样的变化，源自于锄金农机专
业合作社和农禾电商公司的成立。

当年，李太琼带着对

农业的热爱和对乡村的憧憬，来到
市级贫困村蔡家寺村开荒种地。在
巴南区供销社的指导下，李太琼成
立了锄金农机专业合作社，根据实
际地形、水质等情况，在荒山上修
路、改土、建蓄水池，并带领社员种
植苗木、油菜、桃子、李子等经济农
作物，将荒山变为硕果累累的花果
山。

锄金农机专业合作社逐渐发展
起来，但很快李太琼就发现了一个
致命“短板”。

“东西种得再多再好，如果还是
按照传统的方式销售，等于‘原地踏
步’，创新销售渠道才是致富关键。”
李太琼说。

为了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帮
助更多的农产品走出山沟沟，李太
琼又与该区供销社合作建立了农禾
电商公司，完善了农产品种植、管
理、收购、储藏、销售等产前、产中、

产后服务链，还通过线上线下并进
的方式，建立了一条从“田间地头”
直达“百姓餐桌”的“生鲜管道”。

在璧山区河边供销社，负责人
曾德宾被当地农户亲切地称为“曾
小哥”。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城
区禁止活禽宰杀，物流不便。与此
同时，三合镇二郎村贫困户养殖的
上千只土鸡却面临着滞销危机。

“城头缺货，村头有货。但卖不
脱，大伙都着急。”曾德宾说，“不少
学生都在远程上课，那我们也远程
卖货嘛。”于是，他打上了通过抖音
平台卖货的主意。

尝到了甜头，曾德宾开始制作
小程序、利用微信群等手段畅通销
售渠道，增配物流车，在农户家中将
活禽宰杀后直接配送到城区居住小
区客户家门口。由于“土货”品质上
乘、价格实惠、新鲜快捷、服务周到，
受到了城区居民的欢迎，同时也解

决了疫情期间农产品滞销的问题。
石柱县供销社则建立健全基层

组织，依托专业合作社为载体，为产
业扶贫锦上添花，实现了所有乡镇
（街道）产业全覆盖。

今年，石柱县新增农民专业合
作社62家，累计达到1129家，并在
7个乡镇（街道）21个村建立辣椒基
地2万亩和建立60余亩钢架大棚工
厂化育苗基地、辣椒制品粗深加工
厂。目前，石柱县农民专业合作社
规范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带动
农民增收能力不断增强，已成长为
重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现代农
业建设的中坚力量。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市供销
合作系统按照有资产、有能人、有产
业、有制度的“四有”建设标准，累计
改造建设基层供销社747个，涉农
乡镇覆盖率达到 93.2%，共培育基
层社示范社264个，18个贫困区县

建设基层供销社305个；发展农民
专业合作社2.79万个，基本实现全
市行政村全覆盖。

在“三社”融合发展的推动下，
基层供销社还分别与1253家农民
专业合作社实现股份融合，与1402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生产融合，
基层供销社、社有企业与597家农
民专业合作社建立稳定产销对接关
系，从而为搭建产业扶贫长效机制
奠定了坚实基础。

扩大农业社会化服务 社有企业对口帮扶
“开秤啰，重庆农资浪坪辣椒收

购点今日开秤。”8月下旬，酉阳县浪
坪乡浪水坝村一片忙碌景象，椒农们
络绎不绝地将一篓篓一筐筐红辣椒
送到收购点，有序地排队称秤、开单、
上车、兑现。

丰收的喜悦，让椒农们笑红了脸。
酉阳浪水坝乡浪水坝村是重庆

市深度贫困村，同时也是市供销合作
总社对口帮扶村。

为了帮助村里广大贫困
户走出一条产业脱贫道

路，市供销合作总社选
派干部任驻村第一
书记，针对当地地
理条件，制定了一
条产业脱贫的辣
椒种植之路。

2019 年 ，

市供销合作总社直属企业重庆农资
集团农资连锁公司分别与浪水坝村
和评议村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共同携手打造辣椒产业一二三产业
融合模式，通过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建设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
特色农业产业基地，从而带动农民从
传统单一种植模式升级转型。

为保障产业发展及巩固扶贫成
效，重庆农资连锁农技人员从今年3
月起，克服疫情影响，抢抓辣椒育苗
时节，连续十多天深入田间地头，指
导农户进行土壤消杀、育苗，成功孕
育出800余亩辣椒种苗，并联合市农
科院专家一起进行产中技术培训和
多次到现场指导农户病虫害防治，为
当地农户上好“田间课堂”。

不仅是“田间课堂”，市供销合作
社还通过社有企业的龙头作用，不断

加强对各类农业的社会化服务，增加
农产品附加值。

初秋时节，天高云淡，稻谷飘
香。涪陵区同乐乡实胜村的稻田里，
沉甸甸的稻穗在风中轻轻摇曳，收割
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垄垄稻谷被整
整齐齐地收割，呈现出一派喜人的丰
收景象。

2020年，涪陵区同乐乡实胜村
被确定为“市级定点攻坚村”。由于
地处涪陵区坪上地区，地势两山夹一
沟，当地农民收入主要依靠出售种植
的水稻等初级农产品，附加值极低，
水稻的收割和后续加工成为了难题。

面临困境，重庆日用消费品集团、
金健重庆公司、涪惠沣稻谷种植股份
合作社与实胜村签订了脱贫攻坚帮扶
协议，为实胜村提供水稻机械收割、烘
干、大米初加工等农业社会化服务，提

高稻谷产品附加值，打造实胜村的稻
谷深加工产业链条，引导贫困户脱贫
致富，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实胜村以前由于没有收割机及
加工设备，水稻都是靠村民们自己收
割，费时费力不说，收入还少。现在
咱们村在重庆日用消费品集团的帮
扶下，每亩稻田能增收1000余元，效
果非常好。”实胜村第一书记卓平说。

市供销合作社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供销社基
层组织全面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延
伸产业服务链条，创新服务方式和手
段，提升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质量。

“我们为个体农户、抱团经营主
体开展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促进小
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让农户能
够抵御农业风险，增加收入渠道，真
正富起来。”该负责人说道。

在此过程中，社有企业市农资集
团充分发挥农业社会化服务龙头作
用，牵头成立全市农业社会化服务联
盟，吸收成员单位333家，与各区县
供销社创新开展统防统治、全程托
管、代采代销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实
现全市涉农区县服务全覆盖。

目前，市供销合作社正立足农业
科技推广和运用，充分利用大数据、
智能化等信息手段，着力构建“1+4+
N”农业一条龙社会化服务体系，抓
紧成立运营重庆智慧农业服务（集
团）有限公司和36个区县子公司，全
面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让为农服务
方式更加多样、服务规模进一步扩
大、服务效果更加明显。

聚焦优势产业“村村旺”助力消费扶贫

9 月的一天，巫
山县骡坪镇仙峰村暖

意融融。驻村第一书记石
钦与脆李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和种植大户来到一片脆李树下，现
场指导脆李管护技术。

这个贫困村，正悄然发生着变
化……

“如果不是县供销社抓住优势产
业，建起脆李产业园，我们村的脱贫
步伐肯定没有这么快。”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王相明说。

最初，巫山县供销社派出的驻村
工作队到来时，村民们一无产业、二
无经济收入的现状让驻村帮扶干部
大吃一惊。

后来，通过对全村资源、地理环
境等调研考察，驻村工作队与村支两
委确定了在全村海拔800米以下发
展脆李、800米以上发展核桃的思
路，帮助村民发展脆李700亩，全力

打造成该村的“明星产业”，为村民建
起产业增收致富平台。

几年下来，巫山脆李的名声在市
场上越来越响亮。

仙峰村村民饶友松是因病致贫
的建卡贫困户，专业合作社吸收他入
社后，帮助他种植了8亩脆李，还长
期安排他在脆李园务工。如今，他已
顺利实现脱贫。

目前，巫山县供销社在巩固该村
产业发展的前提下，还凭借市级农村
电商综合服务平台“村村旺”，为脆李
销售牵线搭桥，解决村民的后顾之
忧，真正让产业平台成为村民们脱贫
致富的“聚宝台”。

同样，依靠自身优质产业，走上
致富之路的还有酉阳县供销联社。

近年来，酉阳县供销联社因地制
宜，引导群众发展五倍子优势产业，
当地农户没想到这小小的“蚜虫”竟
能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重要支柱。

2016年，酉阳县供销联社开始
大力发展五倍子产业，并在技术支撑
上与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研究所开
展科技合作，致力于人工繁育蚜虫促
进五倍子高产。

2018年，酉阳县供销联社成立
的板溪镇映山红五倍子种植专业合
作，种植五倍子300余亩，亩产高达
126公斤，年产值达45万元。

2020年，在酉阳县供销社的牵
头下，康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酉阳
县后坪乡流转土地3000余亩正在大
力发展五倍子产业，目前贫困户通过
土地流转、就近务工等实现户均增收
2000元以上，投产后将会带动更多
农户增收致富。

目前，酉阳县在板溪镇、楠木乡、
毛坝乡等18个贫困乡镇累计推广发
展五倍子产业2.2万余亩，年产五倍
子500余吨，带动贫困户1400余户，
年产值达1200余万元。此外，在贵

州省、湖北省以及市内秀山县、石柱
县等地辐射推广5000多亩，五倍子
产业正在成为酉阳县乃至周边地区
产业扶贫的“新秀”。

与此同时，巫溪县供销社正在探
索着以数字经济为抓手，可持续发展
的脱贫攻坚新模式。巫山县消费扶
贫服务中心汇聚全县了电商平台，引
入市级及全国知名电商平台，通过线
上方式全面服务巫溪消费扶贫工作，
打造直播培训中心，并设置巫溪扶贫
特色场景体验，吸引号召周边、全县
或游客自发前来进行直播，打造全民
直播大秀场……

瞄准了优势产业，生产出了优质
产品，也得找准农产品产销对接着力
点，通过消费扶贫助力产业发展。

备受瞩目的市级农村电商综合
服务平台“村村旺”成立一年多来，深
入开展电商扶贫、消费扶贫，拓宽农
产品销售渠道，助力脱贫攻坚。

截至目前，“村村旺”与全市36
个区县实现有效对接，挂牌乡镇基
层供销社及村级农村综合服务社
1080家，注册企业用户762家，个人
用户64306人，在贫困区县的乡镇
基层社、村级综合服务社同步建设
农村电商服务站点，已在14个国家
级贫困区县建设电商服务站点共
621个，平台上线上行农产品2047
个 SKU、下行消费品3238个 SKU，
累计采集涉农互联网数据 2.24 亿
条，农户信息登记入库155.43万户，
累计成交总额（GMV）20.59亿元，
交易大宗农产品12.18万吨，交易零
售商品1148696件，由此成为全市
供销合作系统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本版文图除署名外由市供销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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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隆后坪乡村民入股合作社发武隆后坪乡村民入股合作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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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汇鸣基层社组长寿汇鸣基层社组
织为农户代耕代收织为农户代耕代收

奉节县平安乡的辣椒种苗大棚奉节县平安乡的辣椒种苗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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