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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龙在林 龙
建杰）“现在听广播说有活动，我
们只要有时间就会积极参加。”近
日，奉节县青莲镇白家村一村民
如是告诉笔者。这是奉节县推出
文明实践积分银行以来带给山乡
的新变化。

白家村位于奉节县西北部，
留村人员以老弱妇幼为主。为提
升乡风文明，今年2月，村支部书
记丁平安参加了“奉节县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推进会”，首次接触
到“积分银行”这个新鲜名词，也
让他找到了把白家村变美变文明
的新办法。

4月8日，白家村在奉节率先
成立文明实践积分银行。村民以
户为单位在积分银行“开户”，每
户基础分100分，超出100分以
上的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农用
物资等商品。

积分银行对留村人员来说几
乎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为扩大它
的知晓度，丁平安和村干部们走
进全村11个社，反复进行宣传讲
解，仅专场院坝会就开了 20余
场，每天上午9点，村广播还会进
行1小时的文明积分宣传。

“整无事酒的扣5分，参与者
（挂情、吃饭的）扣3分，文明实践

积分银行推出后，现在大家都不
参与了。”丁平安说，按积分细则
规定，门前实行三包制，同时乱倒
垃圾、乱排污水的，一次要扣 5
分；重点区域实行监管制，监管人
员监督不到位，也要扣分。“过去
村里脏、乱、差现象严重，邻里不
和情况多发，现在在文明实践积
分银行的激励下，环境卫生大大
改善，邻里鸡毛蒜皮的矛盾显著
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心、
相互帮助的情形反倒成了普遍现
象了。”

文明实践积分银行的推出，
有效推动了白家村乡风文明的提

升。截至目前，该村村民家庭积
分在100分以上的已有52户，其
中村民周启国家超过了200分。
全村用积分兑换的物品，价值达
5000余元。

奉节县是我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的五个试点区县之一，
目前全县正以文明实践积分银
行为主要抓手，积极探索新时代
基层治理新方式。其推出的文
明实践积分银行的实施方法是：
以家庭为单位开设积分银行账
户卡，同时制定6大类27条计分
标准，按照“不做不积分、做了就
积分、多做多积分、做错扣积分”

原则，由积分评定小组根据个人
申报、群众举荐计入家家户户的
账户。奉节县财政今年拨出专
项资金，建起390个文明实践积
分银行及兑换超市，实现了村
（社区）全覆盖。

“积分自产生当天起长期有
效，每个家庭积分既可兑换日用
物品、农用物资，还可根据自身需
要兑换老人特殊照料、学生课业
辅导、农忙生产帮助等服务。”奉
节县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全县
80%以上家庭已在文明实践积分
银行“开户”，积极参与到文明实
践活动中。

文明实践银行积分
可兑换商品也可兑换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陆海银
谢成银）据江津区商务委日
前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今
年 1 至 7 月，江津区电子商
务交易额突破25亿元，同比
增长80%。

2 日，在重庆芝麻官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重庆芝麻官）生产车间，生
产线高速运转，数十名工人
正忙着包装、搬运产品。近
年来，重庆芝麻官秉承“互
联网+用户+创造”的发展思
路，成功从传统休闲食品企
业转型为“互联网+”企业，
实 现 线 上 线 下 全 面 融 合 。
其中，“芝麻官食品”等名优
特色企业在天猫、京东、1号

店等知名平台开设旗舰店，
推行全渠道销售，年销售额
达 5000 万元。该公司还成
立了芝麻官国际贸易公司，
通过跨境电商这一渠道销
售产品，产品平均利润提升
30%以上。

电商的突飞猛进发展离
不开政府的支持。近年来，江
津区出台一揽子政策文件，逐
步完善电商产业政策促进体
系，并设立 1000余万元电商
发展专项资金，大力支持电商
发展。

江津区还积极引进知名
平台，实现“借船出海”，先
后与阿里巴巴集团、浙江赶
街网等全国知名电商企业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落地了
农村淘宝、“菜鸟网络县域
智慧物流+江津服务中心”、
京东商城中国特色江津馆
等一系列电商项目，有力地
促进了全区电商发展。

电商的发展也离不开完
善的物流体系。目前，江津
区已经在农村电商产业园内
建成电子商务快递物流中
心，入驻了7家快递企业，每
天快递派件 5万余单。今年
上半年，全区派件量达1596.5
万件，同比增长66.42%。

接下来，江津区将坚持问
题导向，着力补齐电子商务发
展短板，推进电子商务工作提
档升级。

本报讯（通讯员 黎明）为
借助电子商务推动本地特色农
产品卖得好、卖得远，助推脱贫
攻坚，近日，南川区出台了电子
商务助推脱贫攻坚行动五条激
励措施。

据了解，这五条措施分别
是：

支持电商服务站点发展。
区商务、农业农村、扶贫、供销、
邮政等单位负责盘活本系统在
乡镇、村建成的农村电商服务
站点，对能正常开展本地农产
品线上销售活动，销售金额在
5万元以上的（销售金额以平
台交易记录、物流单据、支付凭
证和产品来源证明材料为准），
给予站点负责人销售金额5%
的奖励（奖励资金由牵头单位
筹集），最高不超过5万元。

支持农村电商主体发展。
对在全国一线电商平台（如天
猫、京东、苏宁易购、国美、唯品
会、聚美优品、拼多多等）上新
开设店铺，开展线上本地农产
品营销且销售业绩在10万元

以上的（销售金额以平台交易
记录、物流单据、支付凭证和产
品来源证明材料为准），经认
定后，给予2万元奖励；对电
商企业举办、参加线上线下促
销活动，按照举办活动费用
（包括平台使用、场地租赁、展
台设计搭建、活动宣传推广等
直接费用，不含销售让利、本企
业员工工资支出）的50%给予
补贴，同一企业最高不超过20
万元/年。

支持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对电商企业在线上开展本地农
产品营销的同时，在商业街区、
宾馆酒店、景区、高速路服务
区、游客中心、集贸市场等建设
南川农特产品线下示范商店
（专柜）的，按照规模给予0.5-
5 万元的一次性装修费用补
助；对南川农特产品商品研发、
营销、宣传等工作给予一定资
金支持。

支持电商与物流协同发
展。对区内电商企业、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电商服务站点负

责人、贫困户个人网店电商上
行的本地农产品，按照 1元/
单给予物流补贴，每个单位补
贴金额不超过 5 万元/年；快
递企业在边远乡镇（乡镇政府
驻地距城区 35公里以上）建
设快递末端公共取送点、快递
超市、自提柜等快递物流设
施，且符合本市城市电商物流
末端公共取送点建设规范标
准的，给予0.5万元/个补助；
整合快递物流资源，对边远乡
镇（乡镇政府驻地距城区 35
公里以上）开展快递包裹（信
件、报刊除外）城乡共同配送
试点工作的企业，给予0.1元/
件补贴，同一企业补贴金额不
超过20万元/年。

支持农村电商人才培
养。对部门、乡镇、电商企业
等组织50人以上的电商专题
培训班，培训时间在5天以上
的，经认定后，按照500元/人
的标准给予补贴，单个培训
单位所获补贴最高不超过20
万元/年。

本报讯（记者 栗园园）9月5
日——9日，由四川省市场营销协
会主办，重庆市永川区经济作物
技术推广站、重庆盘溪市场管理
有限公司九村茶市协办的2019
重庆国际茶文化节暨紫砂陶瓷茶
具展在陈家坪展览中心举行，六
大茶类、四大名窑悉数到场，吸引
了不少市民前往观展、采购。

据展会组委会负责人杨旭爽
介绍，该展此前已在成都举办了
八届，因看好重庆市场，且重庆近
年来茶文化氛围越来越浓厚，因
此特地将展会搬到重庆举行，希
望利用四川茶产业资源帮助重庆
拓展茶叶市场，同时通过巴蜀联

动，力争将展会打造成西南地区
的茶产业品牌展会。

本次展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
地的300余家茶企到场，云南中
茶、书剑、福鼎白茶、福建大红袍、
台湾高山乌龙茶等知名茶品牌纷
纷前来参展，红茶、绿茶、白茶、黑
茶等六大茶类悉数亮相，更有上万
款茶器现身，令观展市民挑花眼。

作为重庆本土知名茶叶品
牌，“永川秀芽”此次也组织10余
家企业参展，凭借主场优势，吸引
了大批市民到展台前品尝购买。
从现场购买情况看，目前最受市
民欢迎的还是较为平价的中低端
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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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联手举办
重庆国际茶文化节

借力电子商务助推脱贫攻坚

南川出台五条激励措施

今年1至7月

江津电商交易额逾25亿元

9月4日，綦江区永新镇石塔村沐澜溪葡萄园里，工人正在采摘、整
理红提。沐澜溪葡萄园占地 120 亩，种有夏黑、醉金香等 8 个葡萄品
种。自8月初葡萄成熟以来，该园已累计售出葡萄逾7万斤。

通讯员 周媛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