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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向菊梅

5月25日上午10点，江津区中山古镇老
街，一个4平方米左右的摊棚下，摆着鸡蛋、
菜籽油、蔬菜、水果、大米、苗条等。镇上居民
周开伍忙着将货品分装好，然后根据美团优
选上的下单地址，分送到附近居民家中。

8个月前，48岁的周开伍只会用手机打、
接电话，现在她通过手机做起了电商生意，一
天最高接过700单。周开伍怎么做到的？

丈夫发生车祸并截肢以来，周开伍就在
家门口摆摊卖凉面、凉糕和饮料，维持家庭各
项开销。去年初疫情发生后，古镇客流少了
很多，周开伍一家的收入受到严重影响。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听朋友说美团优选
招“团长”。“就是要搞一个微信群，在群里卖
货，然后送货上门。”周开伍回忆说，当时最吸
引她的是做“团长”不用花钱。

尽管不花钱就能做生意这事儿丈夫有质
疑，但周开伍还是决定一试。

美团优选重庆负责人刘伟介绍，美团优选
的模式是“昨天下单，今天自提”，其中美团优
选负责将货品送到一个个提货点，也就是“团
长”这里，然后“团长”再对商品进行检验与分
拣，方便消费者提货。同时“团长”也要向消费
者推新品、负责售后等，“团长”赚取提成收入。

然而难题来了。周开伍一开始并不会操
作美团优选团长版App和微信群，而这是做

好“团长”的必备技能。
在接到周开伍的“团长”申请后，美团优

选立即派员工上门教周开伍操作办法，同时
还在微信上设培训群，上传操作视频、PPT课
程，让周开伍依葫芦画瓢，包括如何退货、如
何在微信群里发产品信息、如何向居民推荐
新品等。

“边学边做，用了一个星期，我熟悉了整
个流程。”周开伍说，美团优选的实惠价格，成
了她吸引邻居下单的一个亮点。每当有秒杀
商品出来，她都会第一时间发朋友圈，同时上
门给周围人细细讲解。

当然，还有关键一招——送货上门。考虑
到镇上的居民大多数为老人，出行不便，周开
伍决定提供送货上门服务。头天下的单，周开
伍在第二天下午5点前一定会将货品送上门。

货品之所以能及时到达消费者手中，背
后离不开平台的支撑。刘伟告诉记者，美团
优选在重庆布局了多个仓库，高效的仓储物
流体系使货品能及时运达消费者手里。

因为送货快、服务好，越来越多人在美团
优选下单，仅中山古镇就有20多个提货点，
也就是有20多个“团长”。

据了解，截至去年底美团优选已覆盖全
国约2000多个市县。目前重庆的乡镇已经
实现美团优选全覆盖，基本达到居民周边1
公里范围内都有提货点。刘伟说，美团优选
下一步将下沉到村社，让“团长”们在家门口
就业和增收，让广大乡村消费者也能体验到
质优价廉的商品和方便快捷的服务。

□本报记者 左黎韵

“大家看这边，这是咱们村的脐橙园，
树枝上黄豆大小的绿果子就是刚长出的
脐橙……”5 月 26 日，奉节县安坪镇三沱
村，村播李盛龙正通过抖音直播，向粉丝
介绍脐橙管护过程，为下半年网络卖橙吸
引人气。

三沱村紧临长江，日照充足，结出的脐橙
汁多、甘甜，从上世纪90年代起，这里便开始
规模种植脐橙，曾创造了“一棵树”养活30万
人的奇迹。

随着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曾经俏销的
脐橙越来越不好卖了。五年前，三沱村脐橙
种植规模就达3000余亩，一年能产5000多
吨脐橙。村支书黄明说，每年脐橙成熟后，村
民将大大小小的脐橙一股脑装进麻布口袋，
等着商贩上门收购，没有包装、没有分级，果
子价格往往是批发商“一口价”。而过了春
节，进村的商贩少了，村民们怕果子不好卖，
只得主动降价，有时除去肥料、劳力费用，基
本没啥赚头。

为了帮脐橙找销路，村干部专程跑到江
西、湖南等地取经农村电商销售模式，随后搭
建起电商服务中心。

过去，村里的脐橙以散户种植为主，集约
化、标准化程度低，导致果品质量参差不齐，
很难吸引“回头客”。2015年，三沱村成立了

股份经济联合社，将村里900多户果农组织
起来，由联合社统一技术指导、提供社会化服
务，对脐橙进行了清洗、分级、包装，脐橙收购
价一下子翻了一番。

2019 年，三沱村农村电商步入“快车
道”，村里还建起奉节首个村播直播间，吸
引不少年轻人回乡当“网红”。李盛龙便是
其中之一。他说，在帮当时的贫困户叶方
贵搞的一场抖音直播中，他首次尝试将直
播间从室内搬到室外，在果林中支起直播
架，现场直播起脐橙采收过程。新颖的直
播方式为直播间圈粉不少，这场直播卖掉
了2000斤脐橙。叶方贵高兴得合不拢嘴，
抓着他的手连声道谢。去年，叶方贵也尝
试着办起了微店，靠着网销脐橙，他一年挣
了10余万元。

“最多的时候，我们村一天要搞七八
场直播，村里60%的脐橙都是通过电商销
售出去的，几乎家家户户都注册了微店、
淘宝商店等。”黄明告诉记者，接下来，他
们还要将脐橙加工成果酒、果脯、果蜜茶
等产品，放入直播间销售，进一步实现流
量变现。

美团优选：

电商“团长”就近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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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伟平

“现在正是金槐树生长的关键期，大家一
定要把肥施够哦！”5月21日，大足区珠溪镇
宝珠村的金槐产业基地，重庆中药研究院副
院长李隆云，正在给裴远建、张国海等10多
位村民讲解金槐树的管护知识。

看着荒山坡种满了金槐树，宝珠村支部
书记张国海心里说：“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在2015年前，这片地还是杂草丛生。“不
是大家不愿意种，确实是没有办法。”张国海
告诉重庆日报记者，由于坡地地形限制，种地
的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看不到希望的村民
只好外出务工。

结合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和玉滩水库移民
后期扶持政策，当地决定引进重庆恒林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林农业公司”），
种植金槐树。

本来是个好事情，但村民的积极性却不
高，不相信种植金槐树能赚钱。

“金槐耐旱能力强，宝珠村的土壤比较适
宜；其次槐米中含有芦丁（一种治疗心脑血管
疾病的中药材），价值不菲，市场上很好卖。”

见打不开局面，恒林农业公司负责人贺兵给
村民解释：公司负责免费提供种苗、肥料等生
产资料，合作社进行统一管理，科研单位专家
提供种植技术，有了效益后，公司保底收购金
槐，还可按比例进行产业分红。要是种得好，
一亩地能有近5000元的收入。

为打消村民的顾虑，张国海联合村党员
干部，牵头成立了合作社，种植了200亩金槐
进行示范。为调动村民积极性，合作社在保
证金槐树投产后又鼓励村民进行土地返包。

“这样不仅能增加村民收入，还能更好地保护
生态。”张国海说。

“除了照看孩子读书，还要照顾老母亲，光
靠种地啷个生活嘛。”宝珠村一组村民王科为
了养活一家子，到各处打工赚钱。听说返包土
地种植金槐树能赚更多的钱，他第一个站出来
种植。

贺兵说，为了让村民获得更多的分红，公
司对金槐产品进行深加工，同时利用宝珠村
毗邻玉滩水库的优势，发展农旅融合的休闲
旅游业。

如今，在恒林农业公司的带动下，宝珠村
110户村民栽种1200余亩金槐树，村民年户
均增收近一万元。周边6个村社的1100户
村民也纷纷种植起了金槐树。

目前，该公司已先后研发出槐花酒、槐花
蜂蜜、槐米茶等槐米深加工产品，带动北碚
区、巫山县、万州区、云阳县、大足区的近一万
名村民，规模种植金槐2.6万亩。

恒林农业公司：

金槐树长成“摇钱树”

□本报记者 赵伟平

5月26日，在重庆嘉蓝悦霖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蓝悦霖公司”）的蓝
莓基地，齐腰高的蓝莓树整齐排列，工人穿行
在田间地头，忙着采摘蓝莓。

“没想到，你们不仅蓝莓种得好，还实
现了从种苗到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参观
完蓝莓基地、加工车间、育苗实验室后，南
川区惠农文旅集团董事长马忠源一个劲儿
地夸赞。

嘉蓝悦霖公司总经理向可怀接过话茬：
“今年雨水多，不然蓝莓会更大更香甜。”

与一般的蓝莓种植企业不同，嘉蓝悦霖
公司从2016年入驻南川区兴隆镇金花村从
事蓝莓种植以来，坚持从育苗、栽种、精深加
工、冷链储存、休闲采摘、市场销售等方面入
手，着力打造蓝莓全产业链。

向可怀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近年来各区
县争相发展蓝莓产业，导致蓝莓单价持续走
低，加上重庆夏季降水较多，以及蓝莓次果
多，这就迫使企业走一条全新的蓝莓全产业
链发展之路。

针对蓝莓保鲜期短、不耐储存的问题，嘉
蓝悦霖科技通过建设冷链仓储中心，采用定

制化的温控冷链系统，保鲜期从几周延长至
半年以上。

同时，为强化蓝莓果精深加工提高产品
附加值，嘉蓝悦霖公司还与大连大学现代农
业研究院、四川农学院等建立了合作关系，成
立蓝莓院士工作站，在为育苗、田间管理提供
科技支撑的同时，还开发出蓝莓果汁、果酱、
果酒等休闲食品。接下来，嘉蓝悦霖科技，还
将围绕大健康产业，开发研制蓝莓保健产品
和医疗食品。

目前我市32家蓝莓种植合作社、家庭农
场组建了蓝莓产业发展联合体，嘉蓝悦霖公
司作为理事长单位，为其联合体成员提供优
质种苗、技术、加工、销售等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在嘉蓝悦霖公司的牵头
下，组建了“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
场+金融+担保+保险”的发展模式，全面打
通了产业发展的人、地、钱、运营等关键环
节。通过这种模式，壮大产业规模，还带动了
农民增收。目前已吸纳农村劳动力350余
人，带动当地农民增收约450余万元。

如今，嘉蓝悦霖公司已建设完成4000亩
精品蓝莓基地、组培育苗中心、科研中心、万
吨保鲜冷藏库、深加工生产线、旅游观光工
厂，形成了全国首个蓝莓科技产业园，搭建了
区域性的共享加工厂，通过科技赋能，让蓝莓
产业焕发出新的生机。

嘉蓝悦霖公司：

小蓝莓成为“致富果”
綦江扶欢镇:
400亩蓝莓成熟

近日，綦江区扶欢镇安育村蓝莓产业园开
园，一颗颗裹着白霜的紫黑色果实密密麻麻地缀
满枝头。

“我们不使用除草剂、农药，物理防虫，人工
除草，纯天然绿色健康。”安育村党总支书记、主
任余江介绍，蓝莓产业园现有供采摘的蓝莓400
余亩，采摘期将持续到6月中旬。入园采摘价格
为成人门票30元，1.2米以上儿童门票15元，1.2
以下儿童免费，蓝莓售价40元一斤。

联系人：余江；联系电话：13637773188。
綦江融媒体中心 赵竹萱

万盛关坝镇：
5种香甜李子可摘

近日，万盛关坝镇凉风村李子山果园的李子
已陆续成熟，诱人的果实压弯了枝头，散发着阵
阵果香。

“我们果园产出的李子饱满多汁，酸甜可口，
肉质细嫩，香味浓郁，是无公害农产品。”果园负
责人犹春树介绍，果园种植面积200亩，有玫瑰
香、红美人、脆李、布朗李、蜂糖李5个品种，兼顾
早、中、晚熟品种，采摘时间可持续到9月中旬。
根据品种不同，李子售价在每斤8—30元不等。

联系人：犹春树；电话：15002322933。
万盛融媒体中心 武晓静

荣昌双河街道：
40亩桃树首次挂果

近日，荣昌区双河街道大石堡社区集体经果
林的100亩脆桃熟了，鲜红的桃子如宝石般缀满
枝头，香气四溢，十分诱人。

该桃园在岚峰林场边的丘陵山坡地带，日照时
间长。为了保证品质，全部施用农家肥料，并采用
人工除草。今年仅有40亩桃树首次挂果，预计可
采摘果子4000余斤，每斤价格在8元左右。目前，
正值桃子采摘旺季，欢迎大家到现场采摘订购。

联系人：肖宇；电话：13527418598。
荣昌融媒体中心 张秀芳

巴南：
推广新型粪污处理技术

巴南区在全区范围内推广新型粪污处理技
术，使生猪养殖粪污减量化、肥料化，目前已建成
标准化生猪规模养殖场15家，粪污处理新技术
每年带动有机肥销售1320万元。

据介绍，目前大多数养猪圈舍都是水泥地
面，粪尿存积，周边环境也受到污染。巴南区通
过推广“低架网床+益生菌+异位发酵”模式，对
养猪场粪污进行处理，异位发酵床周期结束后，
发酵料就成为了优质的有机肥料。

今年2月，该区首个现代化标准化规模生猪
养殖场项目——双河口镇塘湾村的重庆康年养
殖有限公司生猪养殖场项目建成投产，采用自动
投料、自动清粪等机械化、智能化设施设备，实现
零污染零排放。目前，巴南区已建成标准化生猪
规模养殖场15家，全区新型粪污处理新技术推
广面已达到60%以上。

此项目将带动全区年新增存栏10万头生
猪，通过异位发酵技术可转化为有机肥产品3.3
万吨，有机肥产品平均市场售价在400-600元/
吨，可带动有机肥销售超过1320万元，经济效益
十分可观。

巴南融媒体中心 罗莎

丰都：
栽桑养蚕增收致富

“这些蚕宝宝已过四眠期了，再养一周左右
就要上蔟作茧了。”近日，丰都县社坛镇大胜寨村
三组蚕农黄术学一边给蚕儿投喂桑叶一边对笔
者说。

黄术学是丰都县众多蚕桑养殖户的一个代
表。“我每年要养春、夏、秋、晚秋4茬蚕种，全年
养蚕收入在1万元以上。”他说今年养了2张春蚕
种，这一茬就可收入8000多元。

据悉，丰都县农业农村委今年向社坛、兴义
等乡镇累计发放春蚕种1200多张，目前部分乡
镇的春蚕即将上蔟作茧。春茧收购工作将于6
月上中旬拉开帷幕，各蚕桑养殖乡镇都设立了收
购点，方便蚕农就近交售茧子。

丰都融媒体中心 李达元

垫江：
端午节前赛龙舟

端午节即将来临，重庆龙溪河(垫江)第二届
龙舟赛将于6月11日举行。

本次龙舟赛的主题是“牡丹故里赏牡丹·龙
溪河上划龙舟”。比赛项目为22人中华龙舟直
道赛，设200米、500米两个项目，预计招募参赛
队伍30支。

比赛期间，当地还将组织特色产品展销、美
食美景推介、文化挖掘展演等活动。

垫江融媒体中心 高浩

奉节三沱村：

网络直播销售脐橙

三沱村村民正在运送新鲜采摘的脐橙。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产业工人正在对蓝莓果进行筛选分级。 （受访者供图）

江津中山古镇，优选“团长”周开伍根据下单地址给附近居民送蔬菜、水果等。 （受访者供图）

专家正在查看金槐树的生长情况。 （受访者供图）

候 选 案 例 ⑧20

候 选 案 例 ⑧22 候 选 案 例 ⑧23

候 选 案 例 ⑧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