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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头条

这个国庆长假，大足翔锋、明友、邓
家刀、盛鹏、澳林、全钢五金商行、财艺
五金的老总们没有一丁点心思休息。
一批批报价单、一批批样品源源不断发
往印度孟买、新德里等各大城市。

为何目的地都是“印度”？这源于
9月20日至22日，翔锋工具等一批勇
于试水的大足五金人，组团参加了

“2019年印度（孟买）国际五金工具展
览会”。一个个新商机、一批批新客户、
一张张新订单，让他们不敢懈怠。

组团出海

大足五金商会会长罗辉伦介绍，印
度国际五金工具展是一个国际知名展
会，每年定期在孟买、金奈、新德里轮流

举办，是印度最成熟、最专业及规模最
大的五金工具及紧固件类展会。印度
13亿多人口的巨大五金需求，与大足
五金“走出去”思路十分契合。

大足上月组织参展的产品主要是
手工工具包括电动刨刀、手板具、油灰
刀等，共计48个种类、1260余件。澳
林工具制造有限公司组织卷尺、螺丝
刀、美工刀、六角扳手、组合套装工具5
大系列、300多个规格的产品及目录
200本参展。全钢五金商行带去抹泥
板、砖刀、锄头、柴刀、枝剪、保险扣等样
品200余个，宣传单800份。除翔锋、
澳林是第二次参展外，其余都是首次参
展。

收获不小

谈及效果，大足参展商十分兴奋。
澳林工具负责人侯亿林回忆说，开展第
一天收获订单及付预付款2000美元。
展会3天，收获意向客户19家，有2家
要求做印度总代理。回大足后，与新德
里客户商谈有3个柜试单，总金额13.5

万美元。
“没想到印度市场这么旺！”全钢五

金商行负责人王章兰深感吃惊。“大足
展位尽管不佳，但歪打正着，毗邻就餐
点，人流聚集，顾客盈门。比如柴刀，不
少客户先缴订金争着购买。”连日来，翔
锋工具、明友钢具、财艺五金、盛鹏五金
也不断接到客商要求报价的邮件与微
信。

需求巨大

大足五金人对印度市场有何判
断？明友钢具负责人陈明友认为，印度
对五金高中低产品需求巨大，特别需要
中低档方面的日用五金产品，大足五金
走印度市场的潜力巨大。

邓家刀总经理邓修建说，就刀具而
言，最需要屠宰类产品，因为印度人喜
欢吃牛羊肉，如斩骨刀、剔骨刀、尖刀
等。盛鹏五金钟光超认为，大足五金应
扩大在印度市场规模，有针对性进一步
研究，投其所需，量身定制。财艺五金
负责人黄健芷则提出了后续计划：印度

经销商和代理商对参展商的考察期一
般是2—3年时间，如果看到参展商连
续几年都在参展，他们才会放心与我们
合作。

凸显短板

此次赴印展出，也凸显大足五金人
的短板。首先是语言障碍，除明友钢
具、财艺五金带有翻译外，其余的厂家
基本无法与客商交流；请当地人翻译，
每人每天至少要300美元，而且他们对
产品功能与专业术语缺乏了解；回大足
后，来自印方的邮件无法直接处理，还
要四处寻人翻译。

其次是产品种类、数量准备不足，
中英文对照版的宣传资料缺乏，未达
到应有的展示和宣传效果。三是参展
规模不够，对印度市场缺乏也研究分
析。

但企业负责人依然信心满满：已经
勇敢走出了第一步，大足五金闯滩印度
市场的步伐将越来越大，越来越快。
（大足区融媒体中心 胡才荣 漆杨）

大足五金闯滩印度

“徐国兰是我们选出来的监督员，
她这个人是出了名的心直口快，大家都
服她。有她搞监督，我们就放心了。”近
日，谈到村级监督员，奉节县青莲镇白
家村村民纷纷竖起大拇指。

白家村位于奉节县西北部，留村人
员以老弱妇幼为主，提升文明乡风一直
是这个偏远乡村的难题。今年初，随着
奉节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推进会的
召开，“文明实践积分银行”这一新鲜事
物在白家村开始“萌芽”。

然而起初，村民们对积分银行并不
买账。此时，奉节县纪监委要在全县各
村选聘村级监督员的精神传到了村里，
村支部书记丁平安暗下决心：“我们主
动接受监督，一定要把这个监督员选
好！”

3月上旬，白家村召开村级监督员

选举大会，徐国兰作为全体村民推选出
的唯一对象，被奉节县纪监委聘为村级
监督员，这让村民的态度有了转变。4
月8日，白家村在全镇率先成立了文明
实践积分银行。

积分银行运行不久，丁平安二叔过
70大寿办酒，违反了文明积分“六不
准”，徐国兰向丁平安反映了此事。丁
平安马上找到二叔，讲明制度，按规定
扣去 5分，群众看在眼里，认可在心
里。这件事后，村委会在积分银行的细
则上加了一条，参加无事酒的扣3分。
此后，白家村再没“无事酒”。

近半年来，白家村开展文明实践活
动50余场次，全村的公路、人行道、沟
渠通过村民志愿服务、文明积分的方
式，被整治得干净整洁。村委会正筹备
开展“村容美化”活动，打造“最美乡
村”。

据丁平安介绍，村级监督员徐国兰
上任这半年，主动与奉节县纪监委第四
监察室加强沟通、联系，坚持将监督关
口前移，全程参与了对文明实践积分银
行运行的监督。同时，她结合白家村实
际，引导村民重点加强了对村级项目实
施、强农惠农补助资金发放、集体经济

组织运行、村级财务管理运行、便民服
务事项等方面的监督，并将志愿服务活
动开展、移风易俗、五好家庭评选等事
项纳入关注范围。

目前，奉节县已选聘徐国兰这样
的村级监督员 390 名，实现了村（社
区）监督全覆盖。奉节县纪监委还配
套建立了村级监督员选聘办法和激励
补助机制，下一步将组织开展监督业
务培训，确保所有监督员都能正常履
职尽责，全面打通村级监督“最后一公
里”。

（奉节县融媒体中心 何燕 何毅）

390名监督员实现村级监督全覆盖

满目青山郁郁葱葱，河流小溪清澈
见底，柏油道路干净整洁，农家院落规
整有序，山水田林路宅融为一体……走
进江津区蔡家镇的乡土田园，一幅独特
的乡村美景图精致呈现。

建设好项目
把游客“吸进来”

节假日的早晨，猫山上空气清新、
视野开阔。一条条新修好的步道纵横
交错，一棵棵红枫树、樱花树随着微风
轻摆，游客或驻足欣赏美景，或拍照留
念。

“猫山是蔡家的青山，正在全力打
造樱博园。”蔡家镇党委书记刁福久介
绍，樱博园由福建企业家和本土企业家
联合打造，项目分3期建设，计划投资3
亿元，在猫山栽种樱花 10 万株，建
5000亩茶绿樱红观景区、1000亩红枫
观赏区、400亩极致梅花园、400亩三
角梅园等，将茶文化、花文化、禅文化相
融合，打造中国第一樱花园。

同时，樱博园还种植了牡丹、蓝莓、
杜鹃等，力争形成四季有花开、天天有
美景的“茶绿樱红”新景观。目前，景区
道路建设、整地造型等基本完成，40余
种5000株樱花已栽种完毕，正积极为
摩天轮、小火车等游乐设施选址。

清溪沟是蔡家的绿水。总投资10
亿元的清溪沟国家农业生态艺术公园
项目选址清溪沟村，建设以现代农业生
态艺术为主题，现代采摘农业、观光旅
游、生态艺术、农耕文化及休闲体验为
一体的现代农业旅游综合体项目，让农

耕文化贯穿其中，吸引市民前去寻找乡
愁。

依托猫山、清溪沟，蔡家镇积极推
进全域生态休闲农业发展，盘活叶家坝
梯田、笋溪河等旅游资源，推出山水田
园、休闲养生等多主题、多类型的特色
乡村旅游模式。

编织“珍珠链”
把财气聚拢来

国庆期间，来自重庆主城的市民张
鹏，在游览完猫山和清溪沟后，回程时
顺道去新开村梁杰家庭农场，采摘了一
堆瓜果蔬菜，然后又拐进石佛村四社干
坝子清水鱼塘，钓了一大桶清水鱼。“每
次来蔡家耍，都要把尾箱装满后再回
家。”张鹏感叹。

张鹏的自驾路线，正是蔡家镇编织
的特色产业“珍珠链”。近年来，蔡家镇
利用地理地貌多样、气候类型丰富的自
然环境优势，发展清水养鱼、富硒水果
采摘等乡村旅游特色产业点，形成了文
昌村、石佛村清水养鱼，新开村耙耙柑、
富硒西瓜，龙穴村桃子、柑橘，茅湾村手
工禅茶等一个个差异化“珍珠点”，进而
串成线、连成片，编织成“珍珠链”，让游
客慢下来、停下来、一来再来。

这条日趋成熟的“珍珠链”，也吸引

了一大批农民工返乡，开启了山里人返
乡创业潮。

农民工返乡创业，缺资金、缺技术、
缺场地，怎么办？蔡家镇把“健全创业
服务体系、完善创业政策体系”作为服
务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重要抓手，一
方面鼓励返乡农民工利用闲置土地、厂
房等进行创业，一方面健全财政激励机
制，积极帮助返乡创业农民担保创业贷
款、申请小微企业补偿奖励等，为农民
工返乡创业创造条件。

优质的农业资源优势和丰厚的政
策扶持，让返乡创业农民工尝到了甜
头。他们陆续开起农家乐、办起养殖
场、种上富硒粮食和特色水果，借力旅
游业蓬勃发展，使特色农业产业“珍珠
链”愈发完整、饱满，成为蔡家美丽乡村
的建设者。

推出“吃新节”
让村民富起来

走在茅湾村的田埂上，稻子早已收
割完毕，劳作的村民热情地招呼：“来

‘吃新’哟！”
“吃新”，是蔡家镇打造的乡村旅游

品牌活动，游客在体验“吃新品鲜、感恩
惜福”的同时，还可感受田园山水满满
的乡愁，带走新米、新黄豆、干豇豆等农

家土特产。
茅湾村返乡农民工刘成洋，是“吃

新节”的受益者。自2017年推出首届
“吃新节”以来，夫妻俩在黄金周和每个
周末都是“连轴转”，日子过得越来越
好。

“一个‘吃新节’，带动了多个乡村
产业发展。”刁福久说，首先要做好“食
材培植”，还要挖掘“吃的文化”，发现
和培育“乡村厨工”，优化“吃的环境”，
让游客吃得放心、吃出文化，吃出乡
愁。

吃得放心，让蔡家镇涌现出一批种
养大户、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从品种
选择到生产过程从严把关，生产出丰富
的富硒、绿色、生态农产品。吃出文化，
着力挖掘培养乡村餐饮文化，把“吃新
节”等节庆活动做亮做响，让大家吃得
新鲜、吃得有品位。吃出乡愁，培养出
一批乡村厨工，让大家吃出“祖母的味
道”。

如今，蔡家镇又依托“吃在蔡家”农
旅品牌，积极培育起蔡家“土货联盟”品
牌，实现销量、口碑双赢。“吃新节”近2
个月的时间里，全镇42户农家乐接待
游客2万余人次，增收达300万元。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 龙春梅 邓浩
李青原 侯祥）

山水田园吸引游客寻找乡愁
蔡家镇打造特色农旅融合产品让村民富起来

13日早上，在璧山区正兴镇大面
坡村芯仪木材加工厂内的扶贫车间，村
民李军驾驶叉车将最后一堆板材搬运
到位后，结束了晚班工作，正好与刚来
上班的父亲李祥锋遇见。

“爸，要注意身体，多喝水。”“晓得
了，赶紧回去休息，午饭都做好了的，在
厨房里。”……每当交接班时，这对“父
子档”都会关心地叮嘱对方，让工友们
很是羡慕。

64岁的李祥锋家住大面坡村八
组，2016年被确定为建卡贫困户，因为
妻子患有精神二级残疾，身边离不开
人，多年来他一直无法外出务工，只能
以种地为生，靠着低保救助，一家人的
生活过得十分拮据。为了减轻家庭负
担，儿子李军16岁起就外出打工，但
12年来并没攒下多少积蓄。

为解决贫困村的就业问题，去年7
月，大面坡村扶贫车间正式“挂牌”，李
祥锋成为首批受益的贫困户，被安排在
扶贫车间做清洁工，每月有2600多元
的收入，中午还管饭。这对于李祥锋来
说简直是雪中送炭，从前紧锁的眉头也

渐渐舒展开来。
“我这么大年纪了，又没有什么手

艺，没想到还能找到工作。”李祥锋十分
珍惜这份工作，每天早到晚走，勤勤恳
恳做好自己份内的事。

今年2月，趁着李军回家过年，扶
贫车间负责人、同时也是村里的扶贫专
干陈薄来到李祥锋家，希望李军也能到
扶贫车间上班。

“在外这么多年，我也有回家乡
工作的打算，况且父母年龄大了，更
需要人照顾。”李军说，这份“新年大
礼包”着实让他们父子俩兴奋了好几
天。

头几个月，李军从流水线开始做
起，考虑到他有工作经验，又吃苦好学，
车间负责人将他安排到叉车岗，虽然更
辛苦，但工资也相应要高一些。

“现在我和儿子都有了稳定的工
作，还能就近照顾老婆，很知足。”李祥
锋说，扶贫车间让他们可以不再依靠低
保救助，凭劳动挣钱，给整个家庭增添
了脱贫底气。

（璧山区融媒体中心 黄瑞）

璧山：扶贫车间里的父子档奉节

10月13日，铜梁巴川街道玉
皇村农民在采收莲蓬。近年来，
该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成立莲
藕专业合作社，瞄准市场发展莲
米水生植物，走出了一条促农增
收的好路子。

通讯员 赵武强 摄

秋日采莲忙

10 月 12 日，梁平区竹山镇竹丰社
区，云海下被竹林环抱、碧湖相拥的村
庄分外美丽。今年，梁平区将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作为巩固脱贫成果和推动乡
村振兴的重要工程，在全区所有行政村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和村庄绿化、净化、
美化工作，提升农村品位，完善农村功
能，树立整洁、文明、有序的农村新形
象，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通讯员 高小华 摄

梁平：人居环境整治增强群众获得感

江津

“之前公司用‘助保贷’成功获得了
600万元贷款，帮助公司渡过了难关。”
日前，重庆市宏图工业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兴奋不已。

涪陵区推出的这一融资平台，为中
小微企业解决了融资难题。

“没有‘助保贷’的时候，企业去银
行贷款，通过抵押评估后，贷款额度会
比较低，利率也不划算，往往会增加企
业融资成本，对企业造成负担。”这位负
责人说，而“助保贷”由政府为企业提供
了风险补偿金，最大化地提高了企业的
贷款额度，而且利率也是固定的，为企
业节约了融资成本。

据涪陵区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涪陵现有“助保贷”、转贷应急周转资
金、商业价值信用贷款三大融资平台，
帮助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助推企
业发展。

“助保贷”是由指定银行机构向“中
小微企业池”中企业发放，在企业提供
一定担保的基础上，由企业缴纳一定比
例的“助保金”和区政府提供的风险补

偿金共同作为增信手段的信贷业务。
目前，累计为51家（117笔）中小微企
业融资3.9亿元，为企业节约融资成本
1000余万元。

转贷应急周转资金是相关政府部
门为符合银行信贷条件、还贷出现暂时
困难的中小微企业按期还贷、续贷提供
的短期周转资金。转贷应急周转资金
实行有偿使用。转贷应急周转资金仅
限用于支持注册地在涪陵区范围内的
中小微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转贷。目
前，累计为57家(97笔)中小微企业转
贷6.4亿元，融资成本仅为社会融资成
本的3%左右，为企业节约融资“冲贷”
成本近3000余万元。

商业价值信用贷款是基于对中小
企业商业价值的综合评价体系，激活中
小企业的商业价值，从而实现不需要抵
押、质押和担保的纯信用贷款。目前，
已有6家企业成功获得1767万元贷
款，13家企业成功获得预授信额度达
1825万元。

（涪陵区融媒体中心 蒋莹）

涪陵：三大融资平台扶助中小微企

日前，大渡口跃进村街道在辖区8
个社区全面推行“三治”，围绕点穴治
污、疏堵治乱、分类治脏，有效调动各方
力量，精细管理，让城市生活变得更美
好。

“现在，河水更加清澈了，停在路边
的车辆不见了，出行通道不堵了，小区
环境越来越好了……走在路上，我们的
心情变得舒坦了。”身边的变化，居民看
在眼中，喜在心里。

点穴治污 维护河道健康

跃进村街道渝铁社区党支部书记、
社区“河长”刘庆负责对辖区3公里的
长江沿线进行巡查。

在巡查过程中，刘庆随时关注长江
周围环境是否干净、周边设施是否有损
坏等。通过实地察看、拍照留证等方
式，刘庆将每日巡河情况详细记录到工
作台账中，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落实整
改，全面贯彻“河长制”工作，进一步美
化居民居住环境，确保辖区河道整洁。

据跃进村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下
一步，街道将扎实做好日常巡查、水域
监管等工作，进一步加强水资源保护，
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疏堵治乱 畅通出行通道

大堰二村是老旧小区，在建设时配
备了部分停车位。随着购买汽车的居

民越来越多，停车位越来越紧张，部分
车主乱停乱放，道路严重堵塞，给大家
出行带来不便。

去年下半年，跃进村街道相关工作
人员来到此处巡查时，发现这一问题，
就很快协调相关单位到现场研究解决
方案，最终敲定安装隔离石桩。

“自从设置了隔离桩，路边就再也
没有发生乱停乱放现象了。”附近居民
纷纷点赞支持。

今年以来，跃进村街道按照加大机
动车占道乱停现象整治力度，在辖区
40余个点位安装阻车隔离石桩800余
个，有效缓解了背街小巷机动车占道乱
停现象发生。

分类治脏 打造美好环境

据跃进村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做好分类治脏工作，街道定期清理房前
屋后、河塘沟渠、公路沿线等垃圾，推进
垃圾分类工作。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中，将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多渠道、全
方位发动宣传，引导居民争做垃圾分类
的践行者，提升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参
与率和准确率。

同时，将积极推进配套设施的完
善。据了解，目前，跃进村街道已设置
试点点位，后续将会有更多的垃圾分类
设施在跃进村街道“上岗”。

（大渡口区融媒体中心 文琰）

大渡口：“三治”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