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彭瑜

12月5日，随着最后一批10吨干
花椒售出，位于江津区德感工业园的重
庆凯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
扬农业）今年收储的800余吨干花椒全
部销售一空。公司总经理马淑君告诉
重庆日报记者，新成立的“花椒银行”让
椒农多挣了170万元，公司也因此创收
近100万元。

江津是“中国花椒之乡”，全区花椒
种植面积56万亩，有椒农28万户，每
年6-7月收获季节，处处都飘逸着花
椒的清香。

“采也难，不采更难！”每到这个时
候，椒农唐奥力与其他椒农一样高兴
不起来——两个月内花椒必须全部
采完，继续留在树上会变老、变红，直
至腐烂掉落。而且采摘12小时内，若
不及时保鲜处理也会发黑、变坏。唐奥
力左右为难：“企业日加工能力有限，每
天不敢采摘多了。”

这个两难的境地致使花椒采摘量

最大的时候，价格却是最低的。不卖就
要坏，椒农只好硬着头皮廉价销售，每
年收入因此损失约30%，“要到10月以
后，花椒价格又开始回升。”唐奥力说。

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前
年，凯扬农业提出了“花椒银行”的设
想，先把椒农的花椒储存起来，等价格
回升再销售。去年，凯扬农业用自己的
冻库建起了“花椒银行”，先行代储存了
300吨干花椒，最后大家的花椒真的卖
了个好价钱。

凯扬农业的做法是：先以当日市场

价格作为保底协议价格收储椒农的干
花椒，储存费用按100元/吨/月计收，
联合体成员单位优惠20%，公益性冻
库享受半价优惠。销售时，价格等于收
储价的，公司不收取费用；销售价格低
于收储价的，公司补足差价，且不收取
储存费；销售价格高于收储价的，按销
售价扣除成本后，公司与椒农按4∶6进
行分红。

为确保花椒存储的安全，凯扬农业
还向保险公司投保，若农户存储的花椒
受到损失，公司将按保底价格向保险公

司索赔后予以补偿。
“比银行利息高多了。”今年，唐奥

力不但把自家的花椒送到“花椒银行”
代储，还大胆地收购花椒，共委托凯扬
农业代储了100吨干花椒。到11月干
花椒价格从6月的18元/斤多涨到了
20多元，“我只付了3万元的代储费
用，却多卖了40多万元。”

江津区农业农村委负责人称，“花
椒银行”在全国属首创。凯扬农业代储
的800余吨干花椒涉及18个花椒公
司、合作社、种植大户。相比往年的恐
慌性廉价抛售，今年因为有了“花椒银
行”，椒农多挣了170多万元，凯扬农业
也因此有近100万元的代储费收入。
现在，江津区又支持凯扬农业新修建
2万多立方米冻库，提升“花椒银行”的
收储能力。

凯扬农业行政经理李靖康透露，作
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凯扬
农业在解决花椒销售问题的同时，还着
力于花椒品种的选育和产品延伸研发。

现在，凯扬农业正在推广江津九叶
青花椒的升级产品江津无刺青花椒。
相比九叶青花椒，这款新选育出来的品
种农药使用量可减少40%-50%，产量
却增加了20%以上，亩产达到1000公
斤左右。

此外，凯扬农业还与西南大学共同
开发出花椒芳香精油产品，并在此基础
上提取出对“胆道、胆囊炎”等疾病有极
大疗效的“柠檬烯”和高级香精“牻牛儿
醇”。

重庆凯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全国首创“花椒银行”让椒农多挣17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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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12月24
日，以“耕读传家兴文化 脱贫攻坚小
康年”为主题的重庆市2020新时代乡
村阅读盛典在江津区双福育才中学校
举行。盛典通过文艺演出、互动访谈等
形式，生动展现我市开展乡村阅读系列
活动成果。盛典上，主办方还为10名

“乡村阅读榜样”颁奖。。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委

员会、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主办，江津区
委宣传部、江津区教育委员会、江津区
农业农村委员会承办。盛典上上演了
情景歌舞《你的手儿很温暖》、朗诵《诗
意中国》等精彩节目，展现新时代乡村
秀美风光和文化内涵。

据了解，今年我市以“耕读传家兴
文化 脱贫攻坚小康年”为主题，开展
了“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活动。活动以
全市8239个农家书屋为主阵地广泛开
展“发现乡村阅读榜样”“百本好书送你
读”“我的书屋·我的梦”征文书画大赛
等活动。

在“发现乡村阅读榜样”活动中，全
市评选出10名市级“乡村阅读榜样”，
其中，钟桃、王晓，于今年获评全国“乡
村阅读榜样”。这些榜样中有农民、基
层干部、农家书屋管理员、农民企业家

等。盛典上，榜样们分别讲述了他们助
力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文化
氛围的故事。

重庆日报记者在盛典上了解了“农
民喜爱的百种图书”“学习强国”数字农
家书屋建设等活动情况。重庆出版社
的《最美不过是汉字》、西南师范大学出

版社的《脱贫攻坚手记》《学校常见传染
病知识读本》3本渝版图书入选“农民喜
爱的百种图书”。《脱贫攻坚手记》作者
姚元和表示，推进乡村阅读、建设书香
乡村是解决农村产业脆弱、农民文化素
质偏低、农村内生动力不强的好方法。

“学习强国”数字农家书屋也在推

动乡村阅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年4月23日，“重庆农家书屋”强国
号在“学习强国”重庆平台上线。目前，
全市已建成“学习强国”数字农家书屋
408个，为农民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智
能化、便捷化阅读服务，成为村民精神
文化生活“加油站”。

引领阅读风尚 建设书香乡村
重庆市2020新时代乡村阅读盛典举行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12月23
日，由市住房城乡建委与云阳县政府联
合举办的2020建筑产业现代化高峰论
坛在云阳举行。来自国内建筑行业的
10位专家、学者、企业家围绕建筑产业
现代化发展进行了交流分享，提出通过
科技创新构建智能建造产业体系。

住建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建筑业是
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但传统
建筑方式存在高消耗、高排放、低效能

问题，迫切需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
快推进以装配式建筑为代表的建筑工
业化。推动建筑工业化，实现建筑产业
现代化，也是我国建筑业当前及今后一
段时期发展的主线。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聂
建国以多年参与建筑建设实例指出，混
凝土叠合板楼板中预制板存在的“胡子
筋”问题，造成“胡子筋”与栓钉“打架”，
为装配式建筑施工带来极大不便，且增

加了预制板制作成本。对此，他分享了
一项装配式结构创新技术，即通过在预
制板两端留槽口解决“胡子筋”问题，既
经济实用又质量可控。

清华大学设计院副院长侯建群发
言表示，目前制约装配式建筑发展的一
个重要因素是预制构件供应量不足，其
原因在于预制构件生产大都由人工操
作，效率低且成本高。他建议通过建设
预制构件全自动化生产线予以解决。

住建部产业化中心处长武振提出
通过数字化技术，推动智能建造。他
表示，美国、德国等国家已纷纷将智能
建造列为今后重点发展方向，从推进
智能建造的产业基础来看，我国工程
建设基础雄厚，发展空间广阔。他建
议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在工程建造领
域深度融合，实现建筑生产方式从粗
放的劳动密集型向精细的技术密集型
转型，打造全产业链融合一体的智能
建造产业体系。

论坛期间，嘉宾们还围绕高强钢、
混凝土技术在装配式建筑中的应用，现
代建筑产业数字化转型新趋势等话题
做了发言。

2020建筑产业现代化高峰论坛在云阳举行

科技赋能 构建智能建造产业体系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在重庆市2020新时代乡村阅读盛
典上，一位“鸡司令”推动乡村阅读的故
事获得观众瞩目。他是重庆市原耕生
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钟桃，全国

“乡村阅读榜样”获得者。
钟桃曾在旅游行业工作 14 年，

2014年到渝北区洛碛镇大天池村搞土
鸡养殖。“创业之初没有专业知识，
2017年7月一场鸡瘟让我损失10多万
元。”钟桃回忆，不久后，他与西南大学
专家取得了联系，专家建议他要系统学
习养殖技术。

在哪学习？钟桃发现天池村的农
家书屋中陈列着很多关于土鸡养殖的
书籍，如获至宝。此后几个月，他基本
天天“泡”在书屋学习养殖技术，这不仅
坚定了他纯粮喂养的信心，还让他学到
用中药和疫苗防治土鸡病虫害的方
法。“有了科学的养殖技术，我的养殖场
规模也不断扩大，从最初只养3000多
只鸡发展为两万只。”钟桃说。

在农家书屋尝到甜头后，钟桃心中

萌发了新的想法——书屋里有这么多
好书，应该让更多村民看到、学到、用
到。于是，他经常到农家书屋组织读书
交流活动，定期邀请农技专家到田间地
头开展“田间课堂”。目前，他已组织开
展200多场朗诵比赛、阅读推广、农技
辅导、社科普及等活动。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爱上阅
读是美丽乡村的模样。钟桃对乡村阅
读的未来信心满满。

“鸡司令”钟桃：

开展200多场活动让村民爱上阅读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她身材娇小，却团结社会力量圆
了农村儿童读书梦。她是全国“乡村
阅读榜样”获得者、江津区石蟆镇文化
服务中心农家书屋管理员王晓。

“2017年底，我了解到村民何德
书的两个孩子除了课本基本没读过其
他书后，内心十分触动，萌生了为留守
儿童筹集图书的想法。”王晓说，她在

朋友圈发出筹书倡议书后得到不少爱
心人士响应，短短数天筹集近千册课
外书。

在一次筹集书籍活动中，王晓结
识了渝北区一所小学的负责人，该负
责人在学校号召全校师生捐赠书籍，
并把王晓筹集图书的故事告诉其他学
校负责人。之后，渝北区、沙坪坝区、
江津区共有6所小学参与到筹书活动
中来。

石蟆镇盛产橄榄，王晓以橄榄命
名成立了志愿送书团队，志愿者们奔
赴石蟆镇各个村落，把书送到小朋友
手中。“筹书送书之余，我经常在想，是
不是可以在乡村院落里建起书站，让
农村儿童就近感受书香呢？”她介绍，
2018年 10月，她建起了第一个“志
强”爱心书站。目前，爱心书站已达
39个。书站大多选在农村儿童比较
集中的院落，“志强”，寓意通过读书让
小朋友们立志强大，用知识改变命运。

王晓说，她会继续努力，并借助社
会力量筹集更多书籍，为农村儿童建
更多的爱心书站。

农家书屋管理员王晓：

建爱心书站圆农村儿童阅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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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麟

日前，从水务集团旗下渝西水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渝西水务”）传来消
息，璧山区率先实现城区污水处理按准
Ⅳ类水质标准排放，实际排放标准接近
Ⅲ类，这已经相当于城市饮用水的取水
水源标准。

以此为基础，璧山区政府与渝西水
务正在围绕“节水优先”，搞一件大事：
在饮用水管网之外，再建设一套再生水
管网，延伸到城市的每个小区和单位
去。

再生水，也就是污水处理后的中
水，对它的利用并不是稀奇事。在重庆
各地，每天都有一些市政环卫车开到污
水处理厂去，接满中水，用来清洁道路
或浇灌道路两边的植被。但要让再生
水从“小打小闹”的利用规模，成为担当
起城市用水的“主力”之一，璧山区与渝
西水务这一计划称得上西部城市中的
头一份。

开源节流成本低
再生水一举多得

璧山和渝西水务为何拿再生水作
文章？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渝西缺
水。璧山区水利局局长唐应容表示，璧
山无过境河流，年降雨量只有重庆平均
水平的1/3，全国平均水平的1/4。该
区最大供水能力只有11.5万立方米，
高峰期的供水量是13.5万立方米。

缺口怎么填补？过去璧山一般采
用降低市政用水量，或者寻找外部水
源的方法。但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不断推进，当地经济主体和人口
增长迅速，常规途径已不能满足需求。

“使用1吨自来水，就要处理排放
出0.8吨再生水。”渝西水务公司党委
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邓泉明表示，璧
山大约一半的自来水消耗在清洁、绿
化、消防等非饮用水领域，如果这一半
的自来水都可以替代为再生水，供水紧
张问题将彻底解决。

扩大再生水利用规模还有一个原
因：成本低。目前，璧山已经通过市政
管道，每日供应1万立方米再生水，每
立方米暂定价1.8元，而自来水每立方
米定价为3.65元。

邓泉明介绍，渝西水务已于2020
年在璧山区建成8.1万立方米再生水
日供应能力的市政工程。如果再生水
实际使用量每日达到3万立方米以上，
每立方米价格可以降到1.2元以下，相
当于自来水价格的1/3；如按璧山区政
府规划璧南河河道补水工程全面实现
后，再生水循环利用将得到进一步提
升，再生水价格还将进一步降低。

管网进小区
河道补基流

目前，渝西水务正按璧山区市政规
划紧密推进璧山区再生水长距离管网
建设，主干管网沿着道路两侧铺设，总
长度已达70公里。

同时，输送再生水的支线管网，也
开始进入到城市的处处“末梢”中。12
月23日，璧山太阳堡公租房小区内，清
亮的水花从专用的再生水管道中喷出，
浇灌着植被。该小区物管工作人员表
示，现在小区清洁、绿化都是使用专供
的再生水，比起用自来水，一个月就能

节约近2000元水费。
除了太阳堡公租房小区，璧山香江

嘉园等多个小区也已经用上了管道直
供再生水。同时，市政、消防等用水也
不用再把车辆开到污水处理厂，在路边
接上再生水管道口，就可直接使用。

12月23日下午，璧山南河公园，
市民齐泰利像往常一场沿河散着步。

“过去一到冬天，璧南河都是枯的，偶尔
有水，那水也是黑黢黢的还有股味道。”
齐泰利笑着说，如今璧南河水足，也清
亮了，两岸绿草如茵，空气清新。

实际上，由于没有固定水源的补充
和稀释，璧南河在2017年前枯水期，一
直处于半干涸状态，国控断面属于不稳
定的Ⅳ类水质。而如今，通过将污水处
理厂排放管道布设到璧南河上游，再生
水为璧南河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生态基
流。璧南河水质大幅提升到Ⅲ类，也让
下游的观音塘湿地公园水草丰沛、鸟语
花香。

在各方看来，璧山区政府和渝西水
务通过市场化手段的政企合作，在全市
率先探索了以用水方式转变促“节水优
先”，效果十分明显。

唐应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仅目前
再生水在璧山供给城市市政杂用水，一
年就接近400万立方米，这相当于每年
都建设了一座400万到1000万立方米
的小型水库，算下来一年给璧山节约了
两亿元建设成本。

超前谋划打好了底
“十四五”通全“末梢”

渝西水务在璧山区为啥能把再生
水利用得这么好？超前谋划是一个重
要原因。邓泉明介绍，早在10年前，璧
山政府和供排水单位，就产生了关于用
水的忧患意识，看到水资源绿色、循环
利用，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品质
提升的重要意义。

也就是从2010年起，璧山开始了
再生水市政管网规划。但光建好管网
还不行，再生水要用好，必须保证污水
处理后的水质。对此，渝西水务通过连
续建设和升级了所属碧清水务观音塘、
青杠等6座污水处理厂，形成了近11
万立方米的再生水设计总供给能力，并
在污水应收尽收的前提下，大幅提升处
理规范和工艺，使得排放标准均接近Ⅲ
类水质，给璧山推广利用再生水打好了
底。

璧山区住建委管网中心相关人士
表示，目前该区正计划编制再生水利用
的专项规划，充分发挥已建成的再生水
系统，积极推动单体建筑面积超过2万
平方米的新建公共建筑推广使用再生
水。

唐应容则建议璧山区出台强制性
的规范，将再生水的利用，作为绿色节
能小区的一项重要评价标准，加强推
广。邓泉明表示，“十四五”时期，璧山
再生水管网“末梢”将全部打通，布局到
每一个小区和学校、医院等单位。

如今，渝西水务也同时在渝西片
区璧山以外的其他区县开展再生水利
用的谋篇布局。据悉，渝西水务将在

“十四五”期间与永川、大足、铜梁等区
县合作，计划通过分别建设日供应3
万立方米以上的再生水市政工程，进
行河道补水、市政、消防等再生水的循
环利用。

小区清洁、市政绿化、消防用水都用它——

再生水成璧山城市用水“新主力”

目前，再生水在璧山已成为市政清洁用水的主力军。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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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12月24
日，“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决胜全
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知识竞赛（以
下简称“双决”知识竞赛）决赛在九龙
坡区举行。

“双决”知识竞赛由市委宣传部、市
委直属机关工委、市委教育工委、市国
资委党委联合主办，于今年7月启动。6
万余名来自全市各区县、部门、高校、企
业的党员群众，围绕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扶贫工
作的重要论述，通过竞赛答题、情景讲
述等多种方式，开展多轮比拼。

历经4320余场比赛，最终丰都、奉
节、开州、綦江、巴南、长寿、高校、市直

机关、荣昌、企业、九龙坡11支代表队
33名选手入围决赛，现场展开了一场

“巅峰对决”。
决赛在“争分夺秒”项目中拉开帷

幕。这项比赛极考验选手眼力、手速，
经过三轮作答，綦江区队180秒内连续
答对59题。

紧接着是“齐头并进”和“共话‘双
决’”环节，选手们围绕脱贫攻坚、全面
小康结合自身工作谈感想、说体会。
在最后“扭转乾坤”环节中，各参赛队
伍奋勇争先、积极抢答，将比赛推入白
热化阶段。经过20道题目的比拼，最
终，来自綦江、荣昌的队伍获得决赛一
等奖。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知识竞赛决赛举行

榜样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