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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重庆商报讯 9月9日，江津区
首届稻田农耕音乐节在先锋镇鹤山
坪雨仙农谷拉开帷幕，“拜新”、收
割打谷、稻田捉鱼、稻田音乐会等
丰富多彩的田间活动，给游客带来
了融合农耕文化、艺术、音乐的乡
村旅游体验。

眼下正值秋收，放眼望去，雨仙
农谷的稻田里遍布着“童话故事”、

“农耕文化”、“卡通人物”、“动物世
界”、稻田迷宫等各大稻田主题艺
术景观，不少游客挽起衣袖、裤脚，
走进田间地头“打谷子”、捉鱼……
体验了“一日农夫”。

在备受瞩目的“拜新”仪式上，
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耄耋老人为游
客们悉心演示了传统“拜新”习俗，
讲解了粮食源，播种、收割的过

程。简朴的仪式饱含着敬畏自然、
崇尚勤俭的寓意。“希望最大程度
地给游客们营造体验环境，让更多
的人了解、传承我们的农耕文化。”
主办方负责人表示。

当晚，重庆著名民谣音乐人张
尧、懒人支架、LEYING乐队等实力
唱将，还为游客们带来了一场融合现
代与传统的稻田“音乐盛宴”。

鹤山坪地势开阔，土地肥沃，这

里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最适
宜种植稻谷。据当地志书记载，该
地所产大米为巴蜀之最，曾被专门
列为朝廷贡米。如今，这里依然是
优质稻米之乡，成为江津现代农业
园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集亲子活
动、休闲观光、珍稀动物牧场体验、
养生运动、稻田民宿、蔬果采摘为
一体的乡村旅游景区。

雨仙农谷只是江津现代农业园
区发展的一个缩影。在把“风景”
变“产业”，将“美丽”转化为“生产
力”，助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理
念下，目前，江津现代农业园区已
累计引进农业企业71家，农业总产
值突破 18亿元，年吸引游客 50余
万人次，旅游带动收入1.5亿元，成
为江津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村创业创
新的重要平台和核心载体。今年，
江津现代农业园区还获评“全国农
村创业创新园区”荣誉称号。

荣昌,有“海棠香国”、“渝西明
珠”之美誉。不过，世人最熟知的还
是“荣昌猪”。荣昌以猪为链条，第
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走出
一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路子。

去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
视察重庆时强调，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
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
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要加大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重点是促
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
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
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着力提
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更好满
足人民需要，推动我国社会生产
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增强经济
持续增长动力。

荣昌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立足荣昌资源优势，加快建设
国家级农牧业高新区，促进荣昌经
济结果优化和产业转型。

科学养猪
猪肉品质大幅提高

猪宝宝生下来之后，先要上
幼儿园（育幼室），吃的是精细辅
食，还有专人伺候。

长到20公斤后，才开始睡30
来头猪一起住的“大通铺”。别小
看“大通铺”，每个房间都装有水
帘降温系统，即空调。还安置了
地暖，保证室内温度在 20~30℃
之间。

房间内的自动下料系统，每
天在猪槽里定时定量添加新鲜的
吃食。还有喷雾消毒、高压清洗
等自动清洁环境、打理猪的卫生。

从此，猪儿们过上了“衣来伸
手、饭来张口”的幸福生活。

日前，记者走进荣昌区日泉
农牧旗下的养猪场，一栋栋厂房
式的猪舍拔地而起，整个园区绿
树环绕、安静、整洁。

“猪场在设计上做到三个分
离，即生活区与生产区分离、净
道与污道分离、雨水与粪污分
离。而自动系统的投放和使用，
则最大效率地科学养猪，节约成
本。”日泉农牧副总经理刘钢介
绍，目前养猪场内，种猪有 4000
头，年出栏肥猪5万头，仔猪5万
头。每天需要饲料70多吨，仅投
料这个环节，以前就需要20个多
人完成。如果通过每天运输饲料
到料塔，只需 1~2 人操作自动投
食系统，便可完成 70 吨料的分
配，至少节约 70%以上的人力成
本。同时，比起此前粗犷、传统
的养殖方式，科学、系统的养猪
方式，使得猪的存活率、品质得
到大幅提高。

猪粪变废为宝
建成循环农业产业基地

猪儿们过上幸福生活，企业效
率也大幅提高，似乎两全其美。日
泉农牧还隐藏着“小心机”，以高位
发酵床为契机，去年又启动了沼液
还田，发展绿色果蔬，走种养循环
模式。具体是怎样？

原来，猪儿们住的地方，采用
的是全漏缝地板结构，猪粪，通过
固液分离出液体，通过沼气发酵、
沼液稀释、用埋在地下的管道，灌
溉到农田里。

“目前已流转了3万亩土地，

通过有机肥灌溉，预计种植饲料
蛋白桑 15000 亩、蓝莓 1000 亩、
猕猴桃2000亩,以及葡萄、草莓、
西红柿等高品质果蔬。”刘钢称，
下个月，橙子、柚子等水果就熟
了。“我们发现许多市民买了水果
后就直接离开，所以园区目前正
加紧乡村游基础建设，比如农家
乐、玩乐设施等。”

猪粪让一座 3万亩的农业产
业基地逐渐成型，而这只用了其
中液体部分。

固体部分，则利用微生物好
氧发酵原理，最终变成有机肥料，
年产达5700吨。

据介绍，猪粪的处理一直是
业界难题，偷排事件时有发生，污
染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绿水青山。
猪—沼—竹（果、菜）的种养循环
模式无疑开出了一条解决问题的
新处方。

探索种养循环
“吃干榨净”让效益翻番

以猪养殖，到猪粪的利用，到
循环农业产业基地……日泉农牧
已经踏出了第一步，作为市级农
业龙头，他们正探索着种养循环
的更多可能。

9月11日，刘钢告诉记者，公
司计划用5年时间在荣昌打造国
家4A级旅游景区，集动物养殖、名
优种植、餐饮、休闲、旅游为一体的

大型循环生态农业产业观光园。
“园区内没有污染与废物，通

过种养循环，不用从外部购买肥
料、饲料、燃料，以最少的投入来生
产出优质产品，效益成倍增长。”

具体而言，猪场的粪便进入
沼气池，产生的沼气用来农庄做
饭、照明、洗澡以及保温，可以节
约电费增加收入，沼液拿来灌溉
名优蔬菜瓜果，不仅零成本，且果
实产量高、品质更好。

在果树下饲养优质肉鸡，既
可以给果树施肥、捉虫，又可提升
肉鸡为散养土鸡。

沼液拿来灌溉蛋白桑，既解
决了污染，带来了高产，蛋白桑更
可以加工为有机植物蛋白饲料，
还节约了饲料成本，用有机蛋白
桑饲料饲喂出有机猪。

生态农庄在内部实现生态循
环的同时，利用养殖、种植的优质
产品，发展农家乐、茶庄等餐饮、旅
游项目。对园区内的蔬菜瓜果实
行现场采摘，不但节约了人力成
本，还增加了采摘乐趣，增加价值。

把种植的水果加工成果汁、
果酱等，既增加产品的销售渠道，
又大大提高了附加值。

荣昌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日
泉农牧是当地工业化、信息化、规
模化、标准化发展农牧产业的一
个缩影，荣昌标准化养殖模式和
种养循环集成技术已在国内18个
省市推广应用。

要闻要闻 AA0202
2017年9月12日 星期二 编辑 罗文 版式 秦刚 图编 王小村 任琦 校对 赵蕾

好山好水好风光·秋天游重庆

依托种养循环餐饮休闲旅游
荣昌将打造4A级旅游景区

养猪场内厂房式的猪舍 本组图片由记者 侯佳 摄

国家级重庆（荣昌）生猪交易市场实时播报生猪数据

猪儿要出栏了。卖到哪里
去?日泉农牧工作人员直接打开
国家生猪交易市场网站，挂出待
售生猪信息，包括品种、重量、价
格等，等待客商交易。

“传统的生猪交易从出栏到
肉制品流入市场销售，需经猪贩、
中介、经纪人、各类贸易商等多个
环节。而通过国家级市场平台的
搭建，打破信息渠道限制，买卖双
方直接交易，去除了中间环节。”
市场首席质量官代有兵告诉重庆
商报—上游财经记者，这里的模
式是生猪活体线上交易+线下交
收+全国销售。经过3年多的发
展，这里每天交易生猪10万头左
右，占全国总量的10%，日均交易
额在1.2亿元以上。

日前，记者走进荣昌农特电
子产业园的国家级重庆（荣昌）
生猪交易市场大厅，气势宏大的
电子交易屏上，实时显示着全国
生猪价格指数和交易情况，交易
总额已超550亿。

现场操作发现，不仅能看到当
日全国参考价，还可以回查最近7
天、30天生猪平均售价，预判走势，
买卖双方都能做到心里有数。

作为国内首个、现今为止唯
一一个畜禽产品大市场，荣昌国
家生猪市场结合生猪流通特点，
借助互联网、电子商务技术，实
现了生猪交易的互联网化。目
前，正通过大数据平台编制生猪
市场（交易）指数，破解生猪价格
周期性剧烈波动的难题。

新闻链接

“猪”淘宝日均交易超1.2亿元

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荣昌对此的解读是，经济发

展方式的转变。
以猪为例，第一产业有种养

循环的创新，第二产业有以动物
营业学为特色的农牧高新产业，
第三产业有国家生猪交易市场
等现代服务业。

一头猪衍生的产业链，以及
链条上的价值，被荣昌区挖掘得
淋漓尽致。荣昌已形成了畜牧种
养循环、兽药及生物产业、饲料及
畜产品精深加工、畜牧养殖智能
设备和畜牧产品电子商务等农牧
产业集群，产值达252.4亿元。

截至 2016 年底，荣昌关闭煤
矿 17 个，去除产能 107 万吨；关
闭钢铁企业 2 户，去除产能 9 万
吨；通过扩大”低费基“减负政策
覆盖范围，为小微困难企业减负
9832 万 元 ；降 低 工 业 用 电 0.11
元/度、工业用气 0.71 元/方，为
企业解决成本4500 万元······

去年，经市政府批准，荣昌工
业园区升级为市级高新区，同年
正式申报国家级高新区。下一
步，荣昌将继续“坚持创新引领、
突出工业重点、打造农牧特色、带
动商贸繁荣、促进三产联动”的思
路，加快推进国家高新区建设。

记者手记

循环创新 增值最大化

重报集团中央厨房 出品

重庆商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
红十字会获悉，从2010年以来，红
十字会一直在大力实施“博爱”品
牌系列救助项目。今年实施的金秋
博爱助学活动，助力2017新考上大
学的贫困家庭孩子圆梦大学，共筹
资50万元，资助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大学新生，让我市30个区县100名
大学生受益。

孤儿获多人关心

在丰都中学念高二的陈攀，今
年 18 岁，在她年幼时父母相继过
世，成了孤儿的她被姨妈杨世兰拉
扯大，或许是因为从小失去了父母
的关心，陈攀有些自卑，性格也很
内向，不太爱跟同学们说话。在
2013 年，陈斌来到丰都县红十字
会任职，当她得知陈攀家境情况
后，主动要求当她的“爱心妈妈”，
第一次，她邀请陈攀到家里吃饭，
起初陈攀有些拘束，只在沙发上坐
着看书。

“她有时候缺少关爱，才显得有
些自卑。”为了让陈攀能感受到家
庭的温暖，陈斌想尽办法去帮助
她。“攀攀，你看这个衣服喜欢不”

“最近生活有没有遇到什么烦心的
事”“在学习上有没有什么困难，你
都要告诉陈妈妈哦”……在每周的
家庭聚会上，她都会拉上陈攀到家
吃饭，跟她女儿一起玩耍，说心里
话等。不仅如此，作为一名红十字
会志愿者，陈斌在开展公益活动
时，都会带着陈攀参加，让她唱歌、
跳舞、发宣传手册等等，让她感受
到社会的温暖、众人的关心。此
外，每年博爱助学中、春节慰问中，
丰都红十字会都会为她送上500元
左右慰问金。

如今5年过去了，陈攀在老师、
同学、陈妈妈等多人的爱心帮助
下，性格变得外向了许多，不再沉
默寡言，从以前的接受别人帮助到
主动帮助别人。“红会政策好，而且
还帮娃重新找到了关爱。”杨世兰
对记者表示，相信陈攀的父母在天
之灵，也会得到安慰。

贫困生获资助

“若没有红十字会的帮助，我根
本就不可能上学，如今的我会一门
技术，以后也能养活我自己。”在重

庆工业管理职业学校博爱班念书的
王国江，今年17岁，他的母亲患病
多年，父亲受不了已离家5年未归，
王国江就带着妹妹江红跟外公、外
婆居住在丰都县一个乡村廉租房
内。外公年事已高，没有退休工
资，一家人仅靠母亲的低保金来维
持基本生活。

2014 年，初中毕业后的他，不
知如何是好，外公江方舟就带着他
来到丰都红十字会求助，陈斌听说
了他们的情况后，不仅为他们申请
了博爱助学金，同时还开导他干脆
去读红会博爱班，一方面可以学习
一门技术，另外学校不仅会为他们
这一类贫困生减免一部分学费，而
且班里学生不用缴纳学费、住宿
费，还可免费申领校服、书本等物
品，每人每年有5000多元的学习补
助。此外，每年还会提供勤工助
学、暑期实习的机会，这样下来，他
的学费就能轻松筹集到。

经过考虑，他选择了建筑专
业。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
示，他目前在照母山森林公园一家
工地做实习，从6月到现在，已挣了
快 3000 元，今年的学费又有着落
了，剩下的钱就给外公补贴家用。
到9月下旬后，他要返校去继续念大
专，等后年毕业后，他就能自己外出
工作，来挣钱养活自己和妹妹。

重庆红十字会博爱助学筹50万元
圆100名贫困学子大学梦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刘真

江津区首届稻田农耕音乐节拉开帷幕

快去江津收割打谷稻田捉鱼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罗永攀
通讯员 陈元媛

游客体验稻田捉鱼 受访者供图

小微企业融资最大的诉求就是低门槛、高效率，
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新技术和新模式为破解这一
难题提供了“利器”。

近年来，中国建设银行始终坚持依靠创新破解小
微企业“缺信息、缺信用”难题。特别是近两年，积极
借助大数据和“互联网+”等新技术新手段，开展产品
与服务模式创新。如基于纳税信息创新“税易贷”产
品，运用互联网思维创新“小微快贷”系列产品，二者
强强组合，创新“云税贷”产品，不断提升服务小微企
业的能力和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延伸服务半径，为小
微企业提供更为便捷、快速和有效的金融服务。

纳税好的企业轻松获贷
“这个放款速度真是太快了，真是‘秒放’，真是‘贷’

来了飞一般的感觉，1个月还没搞定的贷款，居然分分钟
搞定了，而且贷款额度也是这样的满意，贷款还是随借
随还，使用才计息、不使用不计息。”刚刚通过“云税贷”
产品办理了136万元贷款的重庆某科技公司企业主激
动地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生意上的朋友。

这位企业主为何如此激动呢？原来他经营的科
技公司经营情况良好，按时纳税，企业主自身的信誉
也很良好。近来因为公司发展较为迅速，出现了120
万元左右的资金缺口，于是想到找平时办理业务的建
行网点办理贷款，在申请的过程中，由于公司抵押物
评估价值只有60万元左右，加之传统小企业业务的
手续繁琐，整体从资料收集到放款，基本都要1个月
的时间，让人十分着急。

由于该公司纳税记录非常良好，加之公司在建行
开立有基本结算账户，纳税扣款账户也都在建行，8
月21日，建行“云税贷”产品正式上线的当天，银行工
作人员就立马通知客户带着网银，申请“云税贷”产
品，没想到该客户拥有123万元的信用额度，企业主
立即按流程进行了申请，3分钟之内，这笔贷款就已
到账，分分钟就解了其燃眉之急。

最快3分钟即可到账
“云税贷”到底是怎样的一款产品呢？小编就此

向建行重庆市分行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一番打探。
据了解，建行“云税贷”结合了“小微快贷”与“税

易贷”的优点，为小微企业提供了更加便捷、有效的信
贷支持。通过分析小微企业涉税信息、征信状况等数
据，批量挖掘潜在客户并预测授信额度。

在贷款办理流程上，“云税贷”产品操作同“小微快
贷”一样，实现了全流程网络系统化操作。客户只需通过
建设银行电子渠道，即可实现在线申请、实时审批、签约、
支用和还款的快捷自助贷款业务，产品目前的额度最高
为200万元，后续可能将放到300万元。

“云税贷”产品打破了时间空间限制，实现7*24

小时自助全流程线上操作，最快3分钟即可到账，能
第一时间满足客户“小、频、急”的融资需求。贷款最
长期限为1年，可随借随还，循环使用，还能享受较低
的利率水平，方便快捷。

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自2017年8月20日“云税贷”在建行重庆市分行

上线以来，到8月31日，仅11天的时间，就已经有
131户客户实现投放，贷款余额3025万元。

近期，建行重庆市分行还实现了“小微快贷”手机
银行渠道上线，客户便捷化体验再获提升，真可谓是
——“小微企业、移动增翼、贷款融资、触手可及”。

“云税贷”产品的推出和“小微快贷”手机银行渠
道的同步上线，是建设银行深耕市场、践行服务“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又一举措，进一步完善了覆盖广、
差异化、效率高的“小微快贷”全流程线上融资服务体
系，丰富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方式和内容，拓宽了普
惠金融的服务渠道，是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有效
途径，是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抓手，为破解小微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目标助力，为实现小微企业壮
大成长梦想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