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綦江供销 聚“三社”之力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

9月23日，在綦江区通惠街道农产品出村进城基地里，已成
规模的养殖场绕着山林而建，成群的家禽在林间跑得正欢，农产
品养殖基地负责人代世林从仓库里拿出谷子和玉米，忙着给刚从
隆盛镇双拱村贫困户李大福手里收购回来的1800只鸭子喂食。

无论有多远，对偏远村镇农户的农产品集中收购，帮助偏远
村镇农产品飞出山沟沟，是代世林一直遵循的原则；将收购回来
的农产品，分批销售到超市和食堂，诚信经营，为城市居民提供生
活物资保供，是他一直维护的运营机制。

今年4月，綦江区供销社以“三社”融合发展资金出资102万
元，代世林作为自然人股东出资198万元，共同组建了重庆市綦
江区供销集团融汇农产品有限公司，以消费扶贫为载体，走出了
一条具有綦江特色的“三社”融合发展之路。

全区农产品一网打尽

种类繁多，品质上乘的农产品，
构造了风味十足的“美食地图”——
这是綦江区的一大特色。

然而，这样的“美食地图”的背
后，却是一些散落在偏远村镇的优质
农产品，面临着滞销的困境……

实际上，这些遭遇滞销的农产品
同样具有上乘的品质，但地区偏远、
物流通道不畅等客观条件，成为了偏
远村镇农产品难以走出村门口的最
大阻碍。

“偏远城镇的农户，销售农产品
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零售散卖，收益少
不说，卖剩的农产品没有去处，最后
只能浪费，看着实在可惜。”綦江区供
销社相关负责人说。

为了补齐这一短板，让滞销的农
产品“流动”起来，綦江区供销社结合
实际情况，确立了“公司＋基层社＋
基地＋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
为农产品的销售铺上“路”，架起

“桥”。
“路”铺上了，“桥”架起了，但如

果没有一个懂市场，会运营的人管理
公司，那一切的设想都是空谈。

这个时候，有经验、有人脉、熟悉
乡情的乡村能人代世林，走进了綦江
区供销社的视线。双方经过深入沟
通，一拍即合，共同出资办起了重庆
市綦江区供销农产品有限公司。

“打通销售渠道是一场硬仗，了
解不同农产品在全区范围内的分布
情况，与农户们信息互通，是公司成
立之初最关键的一步。”綦江区供销
社相关负责人说。

但不同地区的农产品，具有不同
的价值定位和产品特性，想要掌握全
区范围内农产品的分布情况，将处于
偏远村镇的优质农产品板块拾捡起
来，需要下“细功夫”。

事实上，早在公司成立之前，该
区供销社就提前部署，依托各村社和
基层供销社，将零碎的农产品信息收
集整合起来，与农户们建立有效的联
络机制，设立了覆盖全区的农产品信
息调查表，表上详细地记录了每个村
镇、每家农户、主要农产品等信息。
不仅如此，表上还特别设定“农户预
期最低销售价”单元栏，真真切切地

了解到农户的需求。
不仅如此，綦江区供销社还采用

“基层社+贫困村+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投入资金到专业合作社，发挥
供销社服务功能，并按照统一供种、
统一标准、统一服务、统一基地、统一
营销“五个”统一的要求，以市场为导
向，进一步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供销社标志暖“农心”

代世林戏称：“入股农产品公司，
是最好的减肥药。”

不到半年的时间，代世林的体重
直线下降，瘦了十几斤。因为，与农
户们建立了有效的联络机制后，农产
品公司业务陡增。但无论有多忙，代
世林始终秉持着心系农户，不算小账
的原则——不管是大户还是散户，不
管地方有多偏僻，统一进行集中收
购。这样的举动，实打实地解决了偏
远村镇农产品走不出村门口的问题。

奔波和劳累，成为了代世林的日
常，但有不少暖心的瞬间，让他觉得
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8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刚刚收购
完农产品的代世林正准备返城，在经
过赶水镇沿河村时，却被一位陌生人
拦了下来。

“拦路人”名字叫做李运芬，是沿
河村的贫困户，种植的几千斤布林李
面临着滞销的困境。看见代世林开
的货车上有供销社的标志，李运芬有
了开口的勇气：“家里面就我一个劳
动力，树上的果子我摘不完，也不知
道该卖给谁，要不你们便宜收了吧，
行不行？”

代世林不假思索一口答应下来，
以每斤4元的市场价格对李子进行收
购。

忙碌到晚上9点，总算把李子摘
完。正当代世林准备将李子装箱回
城时，李运芬70多岁的老母亲，背了
一背篼李子，颤巍巍地从河边走来说
道：“你们人手不够，我也出一把力，

但是我人老了，摘了很久也才摘这么
一点。”

代世林回忆说：“其实老人家背
篼里好多烂李子，市场上卖不出去，
但老大娘的心意无价，就算是烂李
子，我们还是以原定的价格收购了回
来……”

实际上，代世林的为农助农故
事，是綦江区供销社“三社”融合发展
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在成立农产品
有限公司后，綦江区积极搭建销售平
台，发挥龙头牵引带动作用，整合社
有企业、基层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村综合服务社等资源，将生产、流
通、金融结合起来，有力推动了“三
社”融合发展。

产供销提质增效

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的最后一
公里，解决了农户的销售难题，那么
收购回城的农产品，又该如何“消化”
出去呢？

走进位于文龙街道沙溪路的佰
年供销·綦江土货超市，入门便能看
见“出村进城，消费扶贫”的标语，在
这里，既有本地新鲜的当季蔬菜，还
有物美价廉的扶贫专区。

据了解，摆在台面上的新鲜蔬
菜，绝大部分都来自于收购回城的农
产品，綦江区供销社采取“超市+农
户”模式发展订单农业，让农产品不
愁产，更不愁卖。此外，綦江区供销
社还将本土特色农产品进行有效整
合和产品叠加，着力于将佰年供销·
綦江土货超市打造为脱贫攻坚、“三
社”融合、产业助农一大亮点。

该区供销社并不止步于传统的
销购方式，而是一边“接地气”一边

“闯新路”——
利用自身优势，与市级电商平台

“村村旺”和本地“菜坝网”“红蚂蚁”
等电商平台线上对接，签订农产品供

应合同，让农产品在地里就有了销
路，让农户吃上定心丸；

把较远农户养殖的畜禽成批采
购，定点屠宰，保证产品质量和产品的
新鲜度，并逐步开展认养、体验、娱乐
等特色养殖经营，加大生产基地人流
量，提高供销农产品有限公司知名度；

通过发挥基层供销社、农村综合
服务社网点作用，实现了产地与市
场、生产者与渠道商之间的无缝对
接，增强了优质农产品在促进脱贫致
富、产业转型、乡村振兴中的支撑作
用……

据了解，农产品公司运行近4个
月以来，已销售本地农产品120万余
元，其中贫困村农产品60万余元，并
与11个街镇签订消费扶贫协议，共计
1080万余元。

綦江区委书记袁勤华表示，綦江
区将牢记为农服务根本宗旨，进一步
认清形势、抢抓机遇，加快推进“三社
融合”、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消费
扶贫等工作，抓改革、促融合，抓产
业、促发展，抓流通、促惠民，切实提
升供销社服务“三农”综合能力，持续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

据了解，下一步，该区供销社还将
结合实际，持续深化综合改革，为推进
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其一，是强化基
层供销社建设。按照有资产、有能人、
有产业、有制度的“四有”标准，做强做
实21个街镇供销社，充分发挥基层供
销社的桥梁纽带作用。其二，是进一
步规范专业合作社的建设，消除“空壳
社”，注重提质增效。其三，是组建农
业社会化服务公司，进一步促进和带
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现代流通、农
民专业合作等重点工作。其四，是充
分发挥供销社的储备和流通优势，不
断优化重要农资和农副产品的供应服
务，为农民增收致富、乡村振兴和农业
农村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马小钰
图片由綦江区供销社提供

佰年供销·綦江土货超市 消费扶贫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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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初心
紧贴行业立潮头

市教委公布2020年全市高校中
青年骨干教师评选名单，重庆化工职
业学院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副院长
段勋兴顺利入选，成为该校首位获此
殊荣的教师。2016年，段勋兴通过人
才引进来到重庆化工职业学院，13年
的企业、科研院所工作经历，让他在
这里一展抱负，大有作为。

他提出“要把课上到实验室、上
到企业去”。一方面带领团队加快现
代化实训室建设，新建多个紧跟现代
企业生产实际的实训中心，利用“政
企校”合作优势改造升级现有实训
室，建成多个贴近企业工作实际的实
训中心；另一方面利用企业兼职教师
优势，鼓励企业兼职教师带领学生深
入企业现场学习。

在实践中，段勋兴还带领老师们
主动接触企业，接触一线的工人、技
术人员、工程师交流共进。带领教师
团队参与中冶赛迪“湛江三高炉系统
原料工程清洁化转运EP项目”等项

目，让教师真正找到了学校教学与企
业工作之间的差距。

“职业教育的特色就是实践教
学，而‘双师型’教师队伍是保障实践
教学质量的关键。”学校负责人强调，
加快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
结构合理、特色鲜明、专兼结合的高
素质专业化“双师型”教师队伍，是提
升办学水平、提高育人质量的当务之
急。

近年来，学校高度重视师资队伍
建设，尤其重视“双师型”教师的培
养，将“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列为学
校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实施高
端人才引培工程，打造一流师资队
伍。

学校结合本校“十三五”师资队
伍建设规划，以高层次人才引进为重
点，每年制定各类人才引培目标，逐
级分解任务，并开展目标考核。定期
修订完善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及管
理办法，落实“放管服”要求，向二级
院系分批下放人才引进考核权，优化
引才程序，加快优秀人才引进速度。
近5年学校新进教师149人，其中引
进高层次人才22人。

企业实践是“双师型”教师的必
修课，学校制定了《教师到企业实践
锻炼实施办法》，每年积极选派优秀
教师参加市级“双千双师交流计划”，
培育技术技能型专家、大师。

得益于一系列有效举措，学校组
建起一支实力雄厚的教师队伍，现有
专任教师中，教授、副教授以上高级
职称教师占30%以上，具有研究生以
上学历或硕士以上学位教师占75%
以上，“双师型”教师占专任教师的
77%以上，这些力量汇聚在一起，正
蓄势起航，书写重庆化工职业学院新
的辉煌。

担使命
深耕科研上水平

选择远离陕西来重庆工作扎根、
发展的青年教师孟华坦言，是重庆化
工职业学院人才引进政策吸引了
她。她说：“在这里，学校高度重视人
才、服务人才、发展人才，为老师们搭
建起了良好的成长平台，让人安心、
放心，有信心。”

孟华躬耕于该校物流管理专业
教学工作一线，虽已执教多年，但孟
华却说：“每一堂课我都还要做好充
分准备才敢走上讲台。”因为物流行
业发展很快，相关的课程安排也要随
着行业现状进行调整，因此孟华在学
生的实习、实践体系上积极开展教学
改革，倡导将课程设计、认知实习、顶
岗实习“三位一体”相结合，把校内校
外资源有机整合，提升学生综合能
力。

她还特别注重以科研反哺教学，
将实践经验融入到专业教学中，把在
科研项目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作
为课堂案例，引导学生探讨实践，最
大限度地将科研优势转化为教学优
势。近5年来，孟华先后主持省部级
以上科研项目4项，被授权实用新型
专利3项，申请发明专利1项，出版专
著1部，公开发表论文30余篇。

孟华是重庆化工职业学院教师
不懈追求、深耕科研的一个缩影。

“教育科研是推动学校科学发展
的基础性、保障性工作，是深化学校
教育教学改革，促进学校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保障。”学校负责人强调，学校
强化科研队伍建设，增加教育科研经
费投入，加大教育科研力度，以科研
促进教师能力提升，以科研助推学校
内涵发展。

学校健全培养机制，不断丰富教
师培育方式，构建学校、二级学院、教
研室三级“阶梯式渐进式教师培养机
制”。每期末定期开展校本培训，积
极选派教师国内访学、赴国外参加各
研修项目，全面提升教师素质和能
力。修订完善学校继续教育管理与
实施办法，从时间和资金上支持教师
读硕、读博，鼓励教师提升学历学位，
提高综合素质和教科研能力。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为教师营造
了良好的教育科研氛围，老师们主动
科研，深耕行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绩。2019年，学校获市级项目15
项，教师发表论文获SCI收录二区7

篇、三区 16篇；申报专利数量达到
164项，授权专利99项，充分彰显了
学校的办学活力和发展潜力。

育英才
内涵发展谱新篇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始终坚持“育
人为本、质量立校、特色发展、服务社
会”的办学理念，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深度对接产业发展，转变人才培养模
式，走出了内涵发展之路。

在优秀教师的推动下，学校发展
提档加速，着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学校立足“大化工”，以市级骨干
专业为龙头，围绕重庆市重点产业进
行专业结构调整，建立了应用化工技
术、药品生产技术、工业分析技术、工
业过程自动化4个特色专业群。现有
专业34个，对接重庆市“6+1”支柱产
业”、“2+10”战略性新兴产业及现代
服务业的专业30个，占比为88%。

在优秀教师的精心培育下，学生
成长成才形式喜人，在职场、赛场大
放异彩。

学校连续8年就业率保持在95%

以上，毕业生广泛分布于重庆市化
工、医药、轻工、机械、食品、旅游等行
业，不少学生成功进入世界500强企
业、央企、国家级科研院所等用人单
位，或进入高一级院校继续深造。学
生职业技能大赛成绩显著，11次夺得
国赛团体一等奖，20次夺得市赛团体
一等奖，6人获得个人全能冠军，获得
文化体育比赛国际级奖项1个、市级
以上奖励100余人次。

在提升学生职业技能的同时，学
校进一步强化学生思想素质的建设，
率先在全市高职院校中成立了马克
思主义学院，开全开好思想政治理论
课。出台《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实施方
案》，推广“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一
分钟工程’”，积极探索课程思政，教
育和引导教职工主动担负育人职责，
将技能教育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着
力培养又红又专的合格人才。

面向未来，学校党委书记范永同
表示，学校坚持立德树人的办学方
向，将继续探索和实践学校内涵发展
的新路径，为打造高水平职业院校不
懈奋进。

谭茭 赵刚 胡忠英
图片由重庆化工职业学院提供

多年来，重庆化工
职业学院大力实施人才
强校战略，持续探索教
师培养体制机制，实施
高端人才引培工程，构
建“阶梯式渐进式教师
培养机制”，制定学校青
年教师导师制实施办法
等制度，加大教师到企
业实践锻炼力度，逐渐
培养出一支专兼结合、
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
高素质创新型专业化教
师队伍，人才红利日益
释放，人才活力竞相迸
发。

老师指导学生实操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助“后浪”乘风破浪
实施引培高端人才工程 活用“政校企”合作优势

学生观摩实验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