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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重庆忠县打造一产“接二连三”完整产业链——

这里的柑橘分外香甜
本报记者 冉瑞成 吴陆牧 通讯员 吴燕利

作为全国首批18个国家级

田园综合体试点项目之一，重庆

市忠县的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始

终坚持绿色、创新、融合、可持续

发展理念，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拓展园区产业融合、农户带

动、技术集成、就业增收等功能，

推动农文旅“三位”一体、宜居宜

业宜游“三宜”协同，农村一、二、

三产业深度融合，打造集“产业、

生活、景观、休闲、服务”五大功能

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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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四月芳菲尽，而这里的橘果正火
红。走进重庆市忠县新立镇双柏村，阵阵
橘香扑鼻而来，山野间成片的柑橘林缀满
了红灯笼似的柑橘。

双柏村只是忠县“三峡橘乡田园综合
体”的一部分。记者了解到，忠县以柑橘产
业为主导，立足“田园”本质、做好“综合”文
章，将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打造成为集“产
业、生活、景观、休闲、服务”五大功能于一
体的综合体。

忠县县委书记江夏告诉记者，为了建
设好三峡库区唯一的橘乡田园综合体，该
县布局了“一镇三廊四区”，构建生产、产
业、经营、生态、服务、运行六大支撑体系，
着力打造现代农业样板区，规划面积18.6
平方公里，涉及2个镇10个村庄，常住人
口3.58万人。总投资30亿元，现已完成投
资10亿元。

核心技术强起来

“坚持产业为本，厚植田园本底，做
大做强柑橘特色主导产业。”三峡橘乡田
园综合体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牟其林告
诉记者，他们引进了美国的柑橘品种，进
行规范化和标准化种植。忠县还着力健全
柑橘生产标准体系建设，推广应用标准化
生产技术方法。目前，忠县的柑橘育苗、
品种、建园、田间管理、NFC橙汁五大
标准皆通过国际采标确认。同时，忠县强
化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大力改造提升柑

橘果园基础设施，建成现代柑橘生产基地
2万亩，持续深化全国柑橘标准化示范县
建设成果。

立足这样的思路，近年来忠县不断推
进创新机制改革。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项
目通过一产“接二连三”，打造从“一粒种
子”到“一杯橙汁”，再到皮渣资源化利用的
完整产业链，推动柑橘产业从“榨干吃净”
向“一网打尽”升级，截至目前，已完成10
万吨“派森百”橙汁加工生产线技改扩能和
世界一流冷藏大罐技改扩容，鲜冷橙汁年
产达1万吨；积极开发生产橙皮丁、香精
油、皮渣有机肥、皮渣饲料等产品，建成国
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现代化柑橘皮
渣利用加工厂；建成5万吨柑橘鲜果分级
包装商品化处理生产线，生产果园亩产值
达1.5万元至2万元。

“要想产业转型升级，就需将产品品
牌化。”牟其林说，忠县正不断强化柑橘
营销体系建设，着力打造“忠橙”“忠州
橙汁”两大区域公用品牌。目前，“派森
百”鲜冷橙汁获“驰名商标”，“忠橙”被
亚洲果蔬产业博览会授予“中国最受欢迎
的十强柑橘区域公用品牌”，忠县柑橘获
国家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示范区和国家出
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认证。

柑橘产业联起来

近日，记者来到双柏村邹家院子，看到
一处景色宜人、绿草如茵的大庭院，庭院中
矗立着一幢青瓦白墙的小型别墅，室内装
修整洁大方，充满浓浓的田园色彩。据了
解，这是双柏村村委会结合邹家湾独特的
人文景观、地理优势，以及农房闲置量较大
等情况，打造的集旅游观光、农事体验、柑
橘采摘为一体的特色民宿院落。

如今，转变思路激活传统农业、创新发
展商业模式已经成为忠县发展柑橘产业的
真实写照。为进一步做好农业产业跨越发
展，忠县立足多方面将柑橘产业“联”起来。

“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作为全国首批
18个国家级田园综合体试点项目之一，也
是长江三峡库区和重庆市唯一的国家级田
园综合体。”牟其林介绍，忠县将“三峡橘
乡”田园综合项目作为建设现代农业产业
园的重要载体和展示平台，积极拓展园区
产业融合、农户带动、技术集成、就业增收
等功能，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记者看到，在G50沪渝高速公路新立
收费站附近，一幢宏伟的建筑矗立在路
边。原来，这是正在建设中的三峡橘乡田
园综合体游客集散中心，包括接待大厅、商
业街、停车场等，将于下月投入运营。

“在打造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的同时，
我们也不忘最大限度地保留原始田园特
色，打造独特的田园综合体文化旅游特色
品牌。”牟其林说，接下来将开发一批观光
游览、休闲度假、采摘体验等特色鲜明的田
园产业，重点打造柑橘“花果同树”、千亩

“橘乡荷海”等田园景观，大力发展庭院经
济、特色农家乐、特色民宿等，建成柑橘四
季采摘园、橙汁体验馆、柑橘盆景大观园。

牟其林介绍，“中国柑橘城”将于今年
底开园，将依托园区文化资源优势和产品
特色，开发文化博览、研学旅游、科普教育
等新业态，并依托青龙湖岸线、园区交通环

线、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打造全长21.3
公里的廊道，开发骑行、跑步等体育活动。

村民日子旺起来

双柏村作为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核心
示范村，全村有柑橘种植面积3200亩，实
现销售额1000万元。围绕柑橘“产业生态
化、生态产业化”做文章，双柏村推进柑橘
标准化、绿色化、智能化、品牌化、组织化发
展，促进了村民增收。

谢亚琼是双柏村二组村民，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今年没能外出务工，在村里的
组织下参加了柑橘果园基地植树务工。谢
亚琼一天可以挣80元，足够补贴家用。

新立镇党委书记欧应群说，新立镇培
养三甲公司、兰飞果业、红袖农业等近10
家柑橘企业，新建柑橘果园、幼林管护3700
亩，改造柑橘老果园600亩，3个村柑橘面
积达10294亩，积极招商引资延长柑橘产
业链，实现了柑橘产业横向、纵向延伸。

重庆三甲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人罗晓蓉介绍，以双柏村柑橘专业合作社
为载体，通过土地流转，农户可分红果园纯
利润的5%到10%，柑橘园每年可解决300
多个村民的就业问题。

新立镇华福村的张浩就采用“反租倒
包”机制，把家中400棵柑橘树承包给重庆
苏坡果业公司，每年能拿3600元承包费。
去年，他还通过“反租倒包”成为公司“小管
家”，将护林责任落到人头，实行精细化管
理为公司省去了不少人力成本。现在，苏
坡果业公司至少有90人长期务工，其中
28人是贫困户。工资平均每小时7.5元至
10元，一年下来，人均工资2万元左右。

截至目前，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项目
建成特色高效农业基地1.82万亩，吸纳农
民就业3000余人，形成了柑橘完整产业
链。项目全面建成后，预计年可实现综合
总产值35.5亿元，带动农民就业1万人，农
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5万元以上。

重庆忠县新立镇中岭社区“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的彩色水稻。 毛幼平摄（中经视觉）

近日，一场个体农民订货会在江西
崇仁县石庄乡尧家村建平农机合作社的
工厂化育秧中心举办，一些慕名前来观
摩的种粮大户走进育秧大棚参观工厂化
育秧。建平农机合作社理事长鲁建平通
过视频直播向当地农民介绍着工厂化育
秧的好处。“与秧田育秧相比，工厂化育
秧具有省秧田、省种、省工、育秧周期短、
秧苗生长整齐、不烂秧、易于实现机械化
操作等优点，还可以免去拔秧工序，避免
在拔秧过程中造成秧苗损伤，每亩至少
可节约成本100元，增产100斤。”鲁建
平说。

通过视频连线，鲁建平当天就接到
水稻秧苗预约订单7000余亩。

鲁建平是当地有名的种粮大户，也
是当地开展育秧技术第一人。2005年，
他开始种植水稻，最多时一年种植3000
亩，繁重的农活让他不得不向农机要效
率、向农技要效益。当时，崇仁县水稻机
插技术还不成熟，根本原因是育秧技术
不过关。鲁建平对机插秧育秧技术实行
改良，摸索出一套适合崇仁地区农情、方
便广大农民掌握的机插育秧技术，发芽
率达到96%以上，成为全县掌握催芽技
术第一人。2019年，他投资210万元建
设了工厂化育秧中心，新购3台大功率插
秧机，既提高了稻种的发芽率，又为种粮
户节省了插秧人工。目前，他开始大规
模推广订单育秧，不仅快速提升了崇仁
县水稻种植机械化水平，而且增加了农
户丰产增收的技能。

石庄乡水库种粮大户董家仁今年又计划种植220亩水稻。前几
年他都是自己搞本土化育秧，由于春寒防不胜防，发生过几次烂种烂
苗，造成减产减收，早稻产量最多仅有16万斤。2019年春，鲁建平
为董家仁提供工厂化育秧和机插服务，早稻产量达到19万斤，产量
较往年增加3万斤，而且每亩人工费用节省了120元，总计每亩增收
200多元，一年种两季稻，全年增收超5万元。

崇仁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罗福良告诉记者，作为产粮大县，崇仁
县今年要毫不动摇抓好粮食生产。通过推进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稻
谷补贴政策，适当提高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标准等政策，鼓励种粮大户
种植抛荒耕地，破解季节性耕地抛荒难题，确保早稻面积稳定在25.8
万亩以上，双季稻面积稳定在52万亩以上。为了推进水稻种植机械
化水平，该县增加工厂化育供苗补助，工厂化硬盘育秧每盘补助1
元，软盘育秧每盘补助0.5元。

这些激励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不少外出务工村民选择
了回乡种地。今年，全县早稻种植面积发展到25.8万亩，比去年增加
了3.5万亩，1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有1499户，其中返乡务农的种粮
大户有200多户。“工厂化育秧订单服务，不仅为缺劳力、少机具的种
粮大户提供了方便，更为全县春耕生产提质加速增添了新动力。”罗福
良说。

近日，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银汉镇缩三村村民抢抓当下小春作
物田间管理关键时机，稳定扩大水稻等粮食作物的生产能力和种植
面积。今年四川将继续执行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种粮大户补贴等
补贴政策，并要求各地不断强化农资、农机和助耕等服务，以土地流
转等形式做到应耕尽耕、应种尽种。 郭安平摄（中经视觉）

重庆忠县新
立镇双柏村结合
邹家湾的资源优
势打造的特色民
宿 院 落 邹 家 院
子。

毛幼平摄
（中经视觉）

田边地头的茶树经过雨水滋润，枝丫上冒出一片片翠绿的
嫩芽。此时，正是春茶上市时节，在位于广东省惠东县九龙峰
旅游区的一片茶园里，南山河从这里缓缓流过，山间溪水淙淙，
鸟语花香，山腰和山脚下茶园交错，茶绿诱人。

呈梯田状的茶山一处接一处，茶田里，茶农正在采摘新茶。
茶园的复工，带动了本地劳动力就业。该茶园有20多位

本地村民采茶，“采下一根嫩茶芽，便增添一份收入。闲暇时
节，帮忙除草，采茶季节，帮忙采茶，每人每天收入近200元。”
茶园负责人朱运兴告诉记者。

一边是茶园复工复产，另一边是，一些茶企则面临着招工
难、销售难等问题。“往年一到采茶的时候，都有很多客户来买，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来买茶的客户减少了。”朱运兴说。

而这些问题目前正在逐步得到解决。广东惠东县茶叶行业
协会会长赖秀云说，目前，协会48家茶企都已经复工，他们正在
跟进茶企遇到的问题，接下来，协会将着力开拓好旅游市场并协
调推进惠东县茶产业园项目，力争建立起惠东的茶业专业市场，
为惠东县的茶企提供一个集中的产品销售和推广等渠道。

赖秀云告诉记者，春茶作为全年最上等茶叶，销售价格是
最贵的，惠东目前有可采摘茶青的茶园2万多亩，绝大部分都
分布在多祝镇、安墩镇、宝口镇、高潭镇等山区镇。按茶叶亩产
约50公斤计算，惠东年产茶叶约有150万公斤。

近年来，惠东茶产业发展迅速，横坑茶、宝溪口绿茶等一批
特色品牌逐步打响。惠东也依托自身良好的自然气候资源，靠
山吃山，因地制宜出台手续简便、利率低的“茶园贷”信贷产品，
支持茶产业发展。

2018年，惠东农商银行推出了“茶园贷”信贷产品，解决茶
产业贷款融资难题，为惠东茶产业发展、农民致富提供了充足
的信贷支持。“茶园贷”手续简便，利率低，深受茶叶种植户的青
睐，许多茶叶种植户获贷后都抢抓时机，扩大生产经营规模。

惠东农商银行副总经理林伟兵介绍，疫情期间，农商行加
大力度推进“茶园贷”贷款，支持茶业企业复工复产，目前，该行
已经为该县12家茶企发放贷款100多万元。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茶叶市场不断扩大，种茶也
成为一条村民实现不离乡离地增收致富的有效路径。目前，惠
东县不少茶企都在计划通过线上销售平台，继续拓宽茶叶的销
售渠道。部分村民还计划开办农家乐，让游客在品尝纯正茶叶
的同时，体验采茶、制茶过程，进一步发展本土特色产业，传播
茶文化。

目前，惠东县山区茶叶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两万多亩。今
年，惠东县计划扩大茶叶种植面积，并计划与省农科院茶叶所
的专家进行对接，多多种植优新品种。同时，扩大宣传，做响茶
叶品牌。

广东惠东县：

茶产业链蓄势待发
本报记者 张建军 通讯员 黄少卿 叶衍达

抢抓农时 应耕尽耕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
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
列的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
管局。现予以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翰林国际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41010071
许可证流水号：00701074
批准成立日期：2019年12月04
住所：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菊街30号2号
楼1层附1-4号（石楠路与金菊街交叉口西北角）
发证日期：2019年12月09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新城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41010072
许可证流水号：00701116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01月10日
住所：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新城路与创境南街交叉口东北
角河南教育报刊社办公楼裙房
发证日期：2020年01月15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批准，换

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阳市雄州大道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91
许可证流水号：00716066
批准成立日期：2004年03月27日
住所：四川省简阳市雄州大道北段122-142号
发证日期：2020年03月27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县寿安镇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59
许可证流水号：00706309
批准成立日期：1987年05月18日
住所：四川省蒲江县寿安镇蒲新路东段19号、21号、23号、25号、27
号
发证日期：2019年06月28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县鹤山镇天华新街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58
许可证流水号：00706310
批准成立日期：1988年04月04日
住所：四川省蒲江县鹤山镇天华新街1号、3号、5号、7号、9号、11
号
发证日期：2019年06月28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
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