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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光红

2020年12月28日，重庆汇达柠檬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达柠檬）迎
来四川渠县的党政代表团，其参观调研
汇达柠檬是为了寻找柠檬产业的合作机
遇。

“我们已有了布局四川的新年计
划——在渠县建设柠檬初加工及深加工分
厂，帮助四川更多果农把柠檬卖向全国及
国际市场。”汇达柠檬进出口公司董事长代
晓强说。

汇达柠檬为何选择在渠县建厂？代晓
强向重庆日报记者讲述了其中的缘由。

渠县安北乡南山村曾是四川省省级建
档立卡贫困村，全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21户473人。2014年年底，达州市税务
局结对帮扶南山村，决定帮助该村通过发
展柠檬产业脱贫增收。随后，该局牵头组
织当地乡村干部前往重庆潼南学习发展柠
檬产业的经验。

“潼南小渡镇大土村村民江基友获知
这一消息后，意识到其中蕴藏着商机。”代
晓强说，江基友向他提出，要在南山村种植

柠檬，希望汇达柠檬在柠檬种植技术和销
售方面提供支持。

“当时，汇达柠檬产品市场规模正在不
断扩大，正需要拓展柠檬鲜果收购渠道。
我们一拍即合。”代晓强回忆道。

2015年，经达州市税务局引荐，江基
友在南山村成立达州市江绿果农业有限公
司，在该村流转2200多亩土地打造柠檬种
植基地。

在汇达柠檬的技术指导下，江基友的
柠檬种植基地经过4年时间培育，于2019
年开始丰产。按照约定，汇达柠檬收购了
该基地当年出产的2000多吨柠檬鲜果。

2020年 11月，该基地柠檬再次丰收
2000多吨，同样被汇达柠檬全部收购。

得益于此，该基地不愁销路，2019年、
2020年柠檬鲜果销售收入均达到了800
多万元。

江基友成为了当地有名的致富带头
人。而南山村村民，则通过把土地流转给
柠檬种植基地和在柠檬种植基地务工，实
现收入大幅增长，成功脱贫。

南山村5组村民陈选是成功脱贫的村
民之一。他和老伴两人，一年下来在柠檬

种植基地务工（套袋、采摘柠檬果等）的收
入有15000元左右，土地流转收入近1000
元。两项收入加起来，已远超过脱贫标准。

从2015年起，渠县相继在安北、渠南
和中滩等乡镇发展柠檬种植基地2万余
亩，目前，这些柠檬种植基地已到丰收时
候。“汇达柠檬到渠县建设加工厂，就地收
购柠檬鲜果进行加工，既能降低收购柠檬
鲜果的运输成本，也能带动渠县更多农户
通过种植柠檬增收致富。”代晓强说。

尝到汇达柠檬甜头的四川农户还有不
少。

四川安岳县人和镇三学村村民李光
建是当地柠檬种植大户，拥有1000多亩
的柠檬种植基地。但过去因柠檬鲜果市
场价格波动大（高的时候好几块钱一斤，
低的时候仅为几角钱一斤），他收入很不
稳定。有时遭遇柠檬鲜果“烂市”，更是损
失惨重。

2019年，李光建慕名前往汇达柠檬，
找到负责销售的代晓强寻求合作。经代晓
强实地考察，汇达柠檬与李光建就柠檬鲜
果销售达成了合作。

从此，李光建愁容散去。2019 年、

2020年，其柠檬种植基地出产的1000余
吨柠檬鲜果，均以不错的价格全部卖给了
汇达柠檬。

2020年，李光建还在当地收购了200
万斤柠檬鲜果，转售给汇达柠檬。不仅如
此，2019年，汇达柠檬还投资200万元入
股，支持李光建在安岳县建了一个柠檬初
加工厂。

如今，李光建生意越做越大，2020年
仅柠檬鲜果销售收入就有七八百万元，真
正尝到了酸柠檬带来的甜头。

“目前，汇达柠檬仅在四川安岳县、渠
县、遂宁和重庆潼南，就已带动了5万余户
农户通过种植柠檬或在柠檬种植基地务工
实现增收或致富。这些农户，年户均增收
在2万元以上。”代晓强说。

“当前，汇达柠檬正处于快速发展阶
段，柠檬产品已出口俄罗斯、菲律宾等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未来，汇达柠檬将以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为契机，进一步
深化川渝柠檬产业合作，全力打造全国最
大的柠檬深加工基地，加快形成百亿级柠
檬产业集群。”展望未来，代晓强对公司的
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酸柠檬成了“甜产业”带动川渝两地5万多农户增收

□本报记者 白麟

日前，从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传来好消息：该公司与四川富临精工共同
推动的一个汽车变速箱重要电磁阀的技术
自主化项目，已完成整车夏季、冬季标定与
道路可靠性验证，生产线也全部完成建设，
具备年产10万套的能力，将于今年实现电

磁阀产品量产。
“三年多了，川渝联手终于把这

块硬骨头啃了下来！”青山工业副总
经理马雄很是振奋，他已经记不清

楚与富临精工的研发团队进行过多少次技
术研讨，线上线下联系过多少次，只记得富
临精工的研发人员只要一到青山来，就会
跟青山的技术人员形影不离。

马雄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近年来，青山

工业全力推动汽车变速箱产品关键零部件
的自主化，作为一家四川的上市公司，富临
精工在电磁阀技术上有较好的基础，本身
也想进入汽车零部件配套领域，两家公司
一拍即合。

“此前，青山工业该款电磁阀为全进
口。为了保证技术自主化的电磁阀产品品
质能够达到甚至超过进口产品，青山工业
与富临精工团队紧紧绑了在一起，从最开
始的产品概念设计到细节设计，到电磁阀
压力振摆、离合器填充一致性、换挡压力跟
随等重大技术攻关，再到产品试制、搭载实
验，富临精工都是全程参与。”

马雄说，如今该款电磁阀试制产品已
经完全达到了青山的采购标准，预计今年
下半年将实现量产。

与富临精工的合作，是青山与四川上

演汽车工业“协奏曲”中的一段。
马雄介绍，青山工业目前对四川方面6

家公司进行稳定采购，还在成都设立了分
公司，青山在自动变速器方面所需的300
多个零部件，有七成以上都来自川渝地区，
具体产品包括变速器箱体、差速器壳体、行
星齿轮、同步器等。2020年上半年，青山
工业在四川直接采购金额达到3亿元，同
比增长40%。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推进使
得两地产业合作进展加快，预计2022年以
前我们采购金额还将翻倍。”马雄说，自主
品牌要迈向高端制造，产业链任何一个环
节都不能有短板，青山全力支持川渝两地
配套企业，既是出于情谊，也是理性判断的
结果。

马雄说，在配套商的支持方面，青山

在保障质量、成本和交付的前提下，始终
对川渝企业保持稳定配套份额，且会随着
配套质量的提升，同步提高配套份额；在
货款支付方面，青山对配套企业绝不会差
一分钱，也不会拖延支付时间，在配套商
资金确实紧张的情况下，青山甚至可以提
前付款。

“去年，川渝两地配套商其实资金压力
都比较大，去年以来青山提前付款的金额
就达到2亿元左右，为配套商特别是其中
的中小企业缓解了经营困难和压力。”马雄
说。

而在研发方面，富临精工等配套商一
开始没有足够的产品开发验证数据支持，
青山工业更是毫不犹豫，将自身掌握的数
据与富临精工共享，让富临精工的研发团
队十分感动。

川渝汽配商携手技术攻关 新产品下半年实现量产

□本报记者 张亦筑

“我们花了近10年时间收集四川盆地
土壤的基础资料，最近在忙着做整理和总
结，其中还包括不少重庆的研究呢！”2020
年12月29日，四川农业大学资源学院教授
李启权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李启权主要从事土壤质量与环境可持
续等方面的研究，他带领团队收集了四川
省183个县以及渝西地区位于四川盆地内
的土壤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土壤质量
演变研究，从而揭示自然和人为因素综合
影响下土壤质量演变特征及机理，为区域
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提供支撑。

在研究过程中，他们与重庆的高校院
所产生了很多交流合作。而在他心目中，

四川农业大学与西南大学本来就算是“姻
亲”，经常都会有各种学术交流。

就在一个多月前，教育部农业资源与
环境学科组成员、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教授谢德体还做客四川农业大学，为该校
资源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学生讲授了
一堂专业教育课。“其实我们这里不少老
师，还是在西南大学读的博士。前段时间
又有西南大学的学生联系我，想在我们这
里攻读博士！”

2020年5月，四川农业大学与西南大
学正式签署协同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合作协议，充分发挥双方在国家战略
中的人才保障、智力支持和科技支撑作用，
为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高校
合作范例的同时，促进两校“双一流”建设

迈上更高台阶。这次正式“联姻”，让两校
科技工作者之间加强合作更加“名正言
顺”，关系也更加“亲密”。

目前正在开展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粮油轮作集约化农田面源污染综合防治
技术集成示范”项目，也是由四川农业大
学、西南大学等川渝两地高校院所联合实
施的。

“最近一年来，围绕项目的实施，我们
的联络也更加频繁，不论是电话、视频会议
还是面对面研讨，差不多每周都有交流。”
李启权说，在这个项目中，他主要是开展面
源污染识别方面的研究，即找出污染风险
高的区域，然后项目团队的其他成员再针
对高风险区域，采取相应的技术进行污染
防控和治理。

其实，不仅是两校之间更加“亲密”，他
也明显感受到，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的加快，不论是同学科的，还是不同学
科的，川渝两地科技工作者的交流更加广
泛。

前不久，首届川渝科技学术大会在成
都召开，为两地科技工作者搭建了一个综
合性、跨学科、开放性的学术交流平台。作
为参会者之一，让李启权感到激动的是，不
仅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荣获优秀论文一等
奖，更是这一高规格的学术交流平台让他
接触到更多两地的优秀科技工作者。“不同
学科的交叉融合，能够让我们碰撞出更多
火花，希望通过加强合作，我们能做出更多
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推动成渝地区学术
水平的整体提升。”

川农与西大联手 两校专家共同治理面源污染

□本报记者 颜安

2020年12月24日，荣昌区国家级生
猪大数据四川（内江）分中心应用平台上，
一张张深蓝色的背景图，一个个跳动的字
符，透过一块块屏幕，生猪养殖统计、生猪
价格趋势、生猪产品生产趋势、养殖户和屠
宰场数量等信息一目了然。

“这些指数和信息，就像是生猪产业的
‘风向标’和‘晴雨表’一样，告诉养殖企业和
养殖户要不要补栏，要不要提前出栏，也提
醒政府预警，及时做好应对之策。”荣昌区国
家级生猪大数据中心主任钟绍智告诉重庆
日报记者，“这一年，大数据中心也是在与四
川兄弟省市的合作建设中成长起来的。”

2019年12月，钟绍智从荣昌区委组织
部调到刚挂牌的大数据中心，几天后，中央
就提出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
战略构架，“共养‘一头猪’，做强生猪产业

链，大数据中心从诞生之初起就带着这个
光荣使命和任务。”钟绍智说。

荣昌猪是一块沉甸甸的金字招牌，而四
川的生猪养殖规模也排在全国前列，如何协
同做强生猪产业？钟绍智陷入了思考。

“数据，只有共享、流通起来才有价值，
所以仅在荣昌建立大数据中心是远远不够
的，必须要往周边布局。”基于这个想法，钟
绍智与四川省内江市取得了联系。

双方一拍即合，但怎么合作，这可让他
们犯了难：是把内江的数据拿过来呢，还是
把荣昌的数据拷过去呢？仅仅是数据的共
享呢，还是能拓展到其他方面呢？

经过几次讨论后，双方决定先从数据
共享做起，逐步共建生猪产业数据收集、管
理、应用新机制。

2020年6月，生猪大数据中心首个分
中心在内江正式运行，两地打通了平台数
据，初步实现了技术共享、模式共享、数据

共享。
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几个月后，

生猪大数据中心自贡分中心落地，泸州分
中心也进入洽谈中……

建立分中心之余，如何实现更高水平
的川渝合作？

“我们想的是，让两地的生猪产业融合
发展，这就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尺。”钟
绍智说，川渝的生猪养殖规模加起来是全
国最多的，如果能统一进行一些产业上的
指导和安排，对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生猪
市场都有意义。因此双方决定，统一发布
川渝生猪产业·能繁母猪存栏指数，用以指
导生产，预警市场风险。

“我们争取了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和四
川省农业农村厅的支持，在两个部门获得
了大量数据，从而为指数的发布奠定了基
础。”她介绍，同时荣昌在我市范围内设置
了20多个数据采集点，在四川范围内则设

置了14个。采集点大多是养殖企业、屠宰
企业、农贸市场，都是上规模的企业，监测
他们的数据，就能对市场起到预测和警示
的作用。

当日，记者在大屏幕前看见指数已达
到180.52，比年初上涨了70多点，显示出
市场行情的良好态势，指数同时对生猪市
场做出了预测：受春节消费刺激生猪价格
小幅上扬，后期川渝生猪产业·能繁母猪存
栏将进一步恢复，预计今年3-4月接近正
常水平。

“未来，我们还将联合四川兄弟省市，
构建大数据服务与新养殖技术有机结合，
促进生猪产业健康发展的新体系，并在以
大数据、区块链等互联网技术为引领的生
猪肉食品质量安全溯源体系等方面加强合
作，共同推动生猪大数据全产业链融合发
展，为百姓提供更加安全健康食品。”钟绍
智说。

川渝共养“一头猪”做强生猪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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