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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资集团服务队对当地农户进行现场技术指导

星期三

大棚育苗的辣椒

构建新型合作体系 提供贴身服务贴心设计

重庆供销 多措并举助力脱贫攻坚
要真正拔掉“穷根子”，必须增强产业扶贫动能，变
“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目
标。
在由“输血”到“造血”的进程中，市供销合作社构建
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农村新型合作体系，打造为
农服务平台；加强农村流通体系建设，拓宽农产品销售
渠道；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模式，解决农户融资难题……
通过推动供销合作社、信用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三社”
融合发展，在全市各个贫困区县搭建了一座产业扶贫的
“桥梁”，组建起一支科技扶贫的“战队”，编织出一张金
融扶贫的“大网”，依托这些优质的硬软件配置，重庆供
销正奋力夺取脱贫攻坚最终胜利。

“三社”
融合 搭产业扶贫
“战队”
“去年 12 月，我领到了 8000 元分
红，这是在彭山县郁山镇供销社入股
后得的分红，平常还可以给合作社做
红薯育苗，帮合作社跑运输，一年又增
加 3 万多元收入，日子真的好过多了。”
深冬的郁山镇平阳村，天气很冷，村民
杨伦发的心里却是暖洋洋的。
“养儿养女不用教，酉秀黔彭走一
遭。”以前的酉秀黔彭地区山美水美，
经济却不是强项。
这已是“过去时”。近年来，在各
种扶贫政策的支持下，包括酉秀黔彭
在内的全市各个贫困区县经济得到了
快速发展，当地的贫困乡村更是成为
脱贫攻坚重要战场。
2019 年，彭水县郁山镇供销社自

建红薯标准化基地，采用“合作社公
社，带领贫困村及贫困户脱贫致富的
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合作社 “战队”之一，像这样的“战队”还有不
与贫困户、入社社员和种植农户签订
少。
种植协议和收购协议，实行保护价收
奉节县供销合作社成立骄泽蔬菜
购，优先考虑贫困户到基地务工并参
联合社发展蔬菜种植，采取保底收购
与二次返利，贫困户还能以土地入股
模式，市场价高于保护价，农户可自行
的方式入社成为会员，进一步增加收
销售，卖不完的由合作社兜底销售，解
入。
除贫困户的后顾之忧；彭水县印洁辣
截至目前，郁山镇供销社共带动
椒种植专业合作社与新田镇河门村(国
全镇 15 个村（社区）1400 余户（其中贫
家级贫困村)签订对口帮扶协议，为建
困户 329 户）种植优质红薯 15000 亩，
卡贫困户免费提供种子及农药并签订
并免费向 329 户贫困户发放薯种 24.25
种植合同，预计全村增收 40 万元-60
吨，帮助 41 户贫困户每年每户保底分
万元……
红 3500 元以上。
“目前，全市 100%的贫困村都有
郁山供销社正是重庆市供销合作
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有产业发展项
社在全市范围内改造建设基层供销
目和有意愿的贫困户入社入会率达到

100%。”市供销合作社合作指导处相
关负责人谈到，基层供销社与农民最
贴近，可以说是脱贫攻坚的前沿阵地，
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则是增加农民收入
的载体，因此市供销合作社大力推进
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合
作社“三社”融合发展，生产、流通、金
融合力，从而拥有了更强的脱贫攻坚
战斗力。
据统计，2019 年，市供销合作社全
年共投入基层组织建设资金 9685 万
元，在贫困区县涉农乡镇改造建设基
层供销社 173 个，新发展农民专业合作
社 871 个，新发展农村综合服务社 426
个。这些基层组织直通田间地头，成
为一座座高效便捷的扶贫桥梁。

全程服务 保障生产所需
近日，重庆农资集团与涪陵区龙
潭镇政府在龙潭镇大同村举办了一场
“三社”融合暨辣椒产业技术培训会，
龙潭镇的 60 名产业带头人和 100 多名
建档贫困户参加了培训。
农资集团是市供销合作社的直属
企业，在重庆农资百亩辣椒示范基地，
集团邀请的重庆市农业科学院专家们
从辣椒种子特性、漂浮育苗到整地、施
肥、起垄、覆膜、管护、采摘、烘烤全过
程进行了分段讲解、培训和现场示范
教学；在重庆农资 4800 平方米大棚漂
浮育苗基地，重庆农资农化负责人向
现场参观的建档贫困户详细介绍了重
庆农资全程农化服务、产品收购保障
使用无人机进行田间施肥

抗疫情保春耕辣椒育苗进行时

等一系列产业扶贫政策。
“有镇政府和供销社的帮助，有专
家们的指点，只要肯干，今年的收成一
定好，再也不用受穷了！”望着那一片
片长势喜人的辣椒苗，建档贫困户们
对发展辣椒产业的信心更足了。
不仅有“田间课堂”，近年来，市供
销合作社不断加强对各类农业社会化
服务组织的资源统筹利用和统一调
配，提升农技服务水平，提高农机使用
效率，为贫困户和农业经营主体提供
包括代耕代种、测土配肥、统防统治、
冷链储运、市场对接等环节的农业社
会化“一条龙”服务，解决了他们的产
前、产中、产后需求。

育秧阶段，安排专业技术员进行
育秧；耕整环节，集中耕整秧田，分户
播种，统一管理；插秧环节，农机队实
施机插服务，紧抓春播时节；施肥阶
段，严控用量和统一使用有机肥，保证
水稻的生态、健康……目前，市供销合
作社已在贫困区县组建育繁、机械、飞
防、修剪、采摘、烘干等专业性服务队
134 支，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达到 198
万亩。
“有需要的农户只要到当地供销
社服务网点或线上预约，农技人员就
会带着设备上门了。”市供销合作社经
济发展处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加强
农业社会化服务，降低了生产成本，提

高农产品产量和品质，能够更好地帮
助贫困农户增产增收。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新冠病毒肺
炎疫情发生时，正是春耕备耕之时，面
对风险挑战，重庆供销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春耕备耕。全系统超前部
署，打通流通梗阻，确保种子、化肥、农
药等农资供应，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了
春耕生产“供血网”。同时，面对全市
各区县乡镇限制人员活动、农业生产
用工难的情况，市农资集团与各区县
供销合作社组织开展机耕机播等全程
机械化服务，保春耕抢时效，为夺取疫
情防控和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双胜
利”
做出了极大贡献。

联动
“造血”破解资金困局
谁来种地？地怎么种？这两个问
题虽然解决了，但是农业生产受自然
条件影响较大、周期长、风险难以防
控。此外，农业项目缺少法定有效的
担保抵押物，规模小、贷款管理成本高
等因素也影响金融机构贷款积极性。
怎么办？城口县高燕镇西沟村村
民袁朝江就曾面临这一难题。
袁朝江是品正中药材股份合作社
负责人。2016 年，袁朝江在西沟村种
植了 570 多亩中药材，经营到 2017 年
下半年的时候，资金成了他最大的困
扰。
“每年仅花在种子、化肥、土地流

转等方面的资金就要 20 万元，规模化
农业生产需要的资金消耗越来越大。”
袁朝江回忆道，
当时真是愁上心头。
那两年，
“ 融 资 难、融 资 贵、融 资
慢”是包括品正中药材合作社在内的
众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道路上的
“绊脚石”。针对这个突出问题，2017
年，市供销合作社下属企业重庆供销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下称“供销小贷公
司”
）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出了“供
销·易贷”
信贷品牌。
在城口县供销合作社的帮助下，
袁朝江申请了“供销·易贷”，资金的注
入提高了生产经营的活力。2018 年，

西沟村 60 多户贫困户在袁朝江的合作
社 种 植 了 中 药 材 ，平 均 每 户 获 得 了
4000 余元的分红。2019 年，西沟村周
边的两个贫困村——红军村和长田村
40 余户农户也加入了合作社，目前袁
朝江的合作社已带动周边几个贫困村
种植 600 多亩中药材，让村里的贫困户
们看到了致富的希望。
市供销合作社还将金融服务延伸
到了农业产业链。
2018 年起，奉节县供销合作社与
四川郫县豆瓣厂达成合作，在县内各
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大力推广红椒种
植，供销小贷公司解决合作社资金困

难，红辣椒成熟后，供销社以保底价进
行收购，
推动产业扶贫。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3 月，重庆供
销小贷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小额贷款
已新增投放 29 笔、金额 1653 万元，已
累计为 15 个区县、211 个村组 239 家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发 放 贷 款 454 笔 共
44405 万元，带动了 5412 户建档贫困
户增收。
事实证明，市供销合作社推动建
立的“金融资本-产业（合作社）-贫困
户”三方联动机制，是变“输血”式扶贫
为
“造血”
式扶贫的一条可行之路。

拓展销路 线上线下
“共振”

入股合作社的农民拿到年度分红

“酉阳散养土鸡，肉鲜汤美、鸡味
浓郁、回味无穷，欢迎全国的网友下
单。”镜头前，网红“古力拿抓”
“古力热
巴”正以“吃播”和农特产品代言人的
身份，向网友们推介酉阳、彭水特色农
产品散养土鸡土鸭。
3 月 26 日，重庆供销农村电商综
合服务平台“村村旺”将重庆贫困区县
的特色农产品带到线上，潼南黄桃、彭
水麻旺鸭、武隆苕粉、渝北沃柑……30
余种极具地方特色的农产品一一呈
现。
3 小时直播，获 5 万多点赞，订单
600 余单，既提升了贫困区县农产品的
热度，
也带动了平台的网络销售。

自 2019 年上线运营以来，
“ 村村
旺”一直致力于成为公益性与市场性
兼顾的国内一流农产品电商平台，加
快建设全市农村电商产业扶贫网络体
系，重点解决农产品上线特别是贫困
区县农产品上线工作。
据悉，
“ 村村旺”已在黔江、彭水、
酉阳等 9 个区县建立 20 余个农产品收
购点，由平台提供统一的仓储、分拣、
配送、运营服务，并依托微信小程序发
展城市社区团、物业拼团促进农产品
销售。目前，
“ 村村旺”网点共挂牌乡
镇基层供销社及村级农村综合服务社
1069 家，其中在 14 个国家级贫困区县
建设 617 家。

线上线下，同步推广。2019 年，市
供销合作社直属企业农产品集团开展
“万吨柑橘销售行动”，帮助贫困区县
脐橙销售；与奉节县天台村、酉阳县浪
坪村等 6 个贫困村签订产销对接协议，
包销滞销农产品；在“佰年供销”智慧
农贸市场、绿优鲜超市等地设置 17 个
扶贫展销专柜；组织贫困区县 22 家农
产品流通企业参加东西部协作扶贫展
示展销活动……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
措，为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开辟了新
的渠道。
据悉，市供销合作社已在对口帮
扶的浪坪乡浪水坝村发展 200 亩茶叶、
230 亩青花椒和 530 亩蔬菜种植，并通

过浪坪乡基层供销社入股大竹园农业
产业园，形成“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
供销社+公司+农户（贫困户）”模式，与
贫困户形成利益联结机制。截至目
前，浪水坝村已累计脱贫 217 户 1027
人，贫困发生率从 2014 年建档立卡之
初的 24.78%下降至 2019 年的 1.20%。
市供销合作社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继续在对口帮扶地寻找适合持续发
展的产业项目，扶持政策不变，投入不
减，一如既往地支持当地农户脱贫致
富，防止返贫，确保稳定实现“两不愁，
三保障”
目标。
陈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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