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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

□本报记者 付爱农 向菊梅

中益乡谭万和家盐笋1400斤、文
碧家核桃460斤；龙沙镇谢帮伦家干
笋210斤、崔中梅家花生740斤；桥头
镇黄帮海家大米2400斤……10月4
日，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远山结亲”
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上，一串串收购
信息正不断刷新。

通过构建电商销售平台、打造农
产品品牌、完善基础设施等措施，我市
电商扶贫成效显现。来自市商务委电
商处的统计数据显示，1-8月，石柱、
奉节、城口、巫山、巫溪等14个区县的
网络零售额达112.8亿元，同比增长
10.66%。

零散农产品如何买卖？
“远山结亲”改变窘境

长假前的半个月，重庆君君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下称“君君电商”）负责
人杨世尤格外忙碌——上百家农户已
精心选择了自家产的水果、干货、肉类
等，等着他去收购，并在电商平台“蚁
农网”上推广一把。

之前，渠道商要收购农产品，一般是
派人挨家挨户打听，农户分散、收购效
率低；农户要卖自家产品，则多半靠肩
挑手提或用三轮、农用小货车送到农
贸市场，麻烦又劳累，销售情况有时也
不尽如人意。

而今年，石柱县开发了一套“远山
结亲”电商扶贫模式，改变了双方的窘
境。

“远山结亲”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
一上线，就给每家农户制发了二维码，
有谁要卖产品，在家扫码就可填写并
上传相关信息。企业则根据收到的信
息开始线下精准收购。

石柱县组织了18家电商企业常
年对接全县33个乡镇（街道）、242个
行政村（社区），通过定责任片区、定收
购时间、定对接人员开展“码上收
货”。农户一旦发布销售信息，最晚7
天之内就有企业上门收购。比如君君

电商，即负责中益乡、龙沙镇、桥头镇
等4个乡镇的对接。

完成收购后就进入网货精准加工
环节。石柱县在悦崃、大歇等地布局
了9家乡镇（街道）网货加工中心，负
责对收购的农产品进行再加工，让“山
货”变成更标准化的“网货”。最后，这
些“网货”将通过京东、淘宝等大型电
商平台，以及“蚁农网”等本土电商平
台，销往全国。

石柱县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远山结亲”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上线
5个月来，截至9月16日，已审核录入
农户订单3980单，其中贫困户订单
2656 单，占 2/3；已成功对接收购
3206单，实现产销对接销售金额453
万元，带动近千户贫困户增收。

怎样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
品牌升级势在必行

“农产品品种多而杂、分布广而零
散、标准不统一，这些‘天生缺陷’造成农
产品品牌附加值低。”市商务委相关负
责人坦言，要让农产品卖得掉、卖得快、
卖得好、卖得远，品牌升级势在必行。

重庆华涛药业有限公司（下称“华

涛药业”）的解决方案是：利用电商平
台提升品牌效应。

华涛药业主营红糖及其衍生产品
的生产、销售，其位于秀山工业园区的
加工厂房超过1000平方米。“4月起，
公司加大了在电商平台的品牌推广力
度。品牌响了，销售量也上去了。近
半年来，公司每月销售额都超过1000
万元。”华涛药业秀山负责人颜鹏说。

目前，华涛药业已开了4家天猫
旗舰店，并在抖音、快手等平台请主播
带货，每月仅通过直播，就产生三四百
万元的销售额。

而针对产品生产标准不一这一缺
陷，“长江边上的电商村”——奉节县
朱衣镇砚瓦村近日有了新动作。砚瓦
村离奉节县城近10公里远，因诗人杜
甫在夔州（今奉节）任“橘官”时，在此

“以瓦作砚”而得名。
这个村子面积仅7.6平方公里，

却有一半以上的土地种脐橙，全村种
植面积5600多亩，年销售8000多吨，
总收入4000多万元。

近期，砚瓦村新上马了选果厂、有
机肥加工厂两个项目。“为了12月份
脐橙成熟时能投用，我们国庆假期期

间仍然不停工。”砚瓦村村支部书记田
邦中介绍，选果厂用于脐橙清洗、挑
选、分级等，而有机肥加工厂则根据当
地土质特点，按需加工有机肥，使脐橙
生长的土质条件更优质、营养元素更
丰富。“产品标准化了、品质提升了，品
牌升级才有可能。”田邦中说。

需要哪些支撑？
网络、交通、物流等样样跟上

今年的“脐橙季”，砚瓦村克服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仅3-5月就销售脐
橙 5000 多吨，其中线上销量超过
40%。仅脐橙销售一项，砚瓦村户均
年收入超过5万元。

电商扶贫显效的背后，离不开网
络、交通、物流仓储等基础设施及配套
建设的支撑。

以砚瓦村为例，这个拥有768户
农户的村子，已实现家家光纤入户；脐
橙林间，“智慧灌溉系统”随处可见；部
分高差较大的“梯田”间，运货轨道车
上下相联；每层林地间，均有水泥路通
达；一条10公里长的沥青沿江公路，
将全村交通串联成网；村委会对面，设
有淘宝直播间；顺丰、中通、圆通等物
流企业也纷纷在村里布局设点……

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已有33个区
县通过积极推进农村电商品牌培育，
累计共培育大品类农村电商品牌79
个、中品类农村电商品牌343个、小品
类农村电商品牌974个；全市已创建
和正在创建的电商扶贫示范镇、村分
别达到33个和164个。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
来，我市将进一步推动电商扶贫，依托
电商消费大数据引导农户生产什么、
生产多少，发展以销定产、定单生产，
调整产品结构，以消费促进生产，培育
网销产业，打造网货生产基地。

“通过电商等渠道，打通农产品上
行‘最初一公里’，就有望把一个个小
而散的市场培育成大而强的产业，助
力农村产业兴旺，助推乡村振兴。”该
负责人说。

产品零散难收购、生产标准不统一，农产品销售“天生缺陷”如何补足——

电商扶贫破解农产品上行难题

本 报 讯 （见 习 记 者 苏 畅）
9 月 2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信息通
信业助推脱贫攻坚新闻宣传媒体通
气会上获悉，2020年底前，我市将完
成第五批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
364个基站的建成投用，启动第六批
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449个基站
建设，贫困村人口聚居自然村光纤和
4G网络覆盖率将达到 99%。据了
解，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我市通信
行业已累计投入约69亿元用，围绕
网络扶贫与信息扶贫两大方面，助
力我市脱贫攻坚。

据了解，为助力打赢脱贫攻坚
战，重庆市通信管理局围绕网络扶贫

与信息扶贫两大方面，充分激发互联
网和信息化在精准脱贫中的潜力。
在网络扶贫方面，我市通信行业累计
投入约69亿元（其中央财政补助资
金2亿元），用于信息通信网络建设，
建设基站3.4万个、宽带端口567万
个，大力推动光纤和4G网络向农村
腹地延伸。同时，在巫溪、城口、酉
阳、彭水4个贫困县，采用反向升级
技术开通2G基站1280个，解决农村

老人功能机使用的网络、终端和资费
问题。

在信息扶贫方面，我市通信行业
搭建数据平台支撑扶贫信息化应用，
积极推广智慧农业、智慧医疗、远程教
育等涉农信息化应用，建设各类涉农
信息平台54个；支持农村电商发展拓
宽扶贫产品销售渠道，推动“产销对
接”，助推网络直播“带货”；制定专属
资费降低贫困群众网络使用成本，全

市累计办理网络精准扶贫资费28.32
万户，办理业务35.57万单，让利金额
1.08亿元。

下一步，重庆市通信管理局将推
动3个试点贫困区县“5G+卫生健康
精准扶贫”重点应用场景建设，推动
5G+远程医疗向贫困县延伸，推动扶
贫信息网络服务体系更加完善，逐步
构建起全行业人人参与的网络扶贫大
格局。

我市通信行业累计投入约69亿元助力脱贫攻坚
贫困村人口聚居自然村光纤和4G网络覆盖率将达99%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生
张天杰）自10月10日起，港澳居民可
在我市申请换发补发港澳居民来往内
地通行证（俗称“回乡证”），即港澳居民
可向我市任一出入境受理点申请换发
补发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申办手
续与港澳地区一致。这是日前重庆日
报记者从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获悉
的。

为解决港澳居民出行过程中的堵
点、痛点问题，积极回应港澳居民出入
境新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
局日前推出在内地换发补发港澳居民
来往内地通行证的新政。

按照新政，港澳居民在我市期间

证件过期换发、遗失损毁补发，可就近
向我市出入境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无
需再返回港澳地区办理。申请人可通
过窗口申请、提交材料、缴纳办证费
用、自愿选择证件邮寄服务，一次性完
成所有申办手续，办证时间缩短为7个
工作日，有紧急需求者还可通过“绿色
通道”实现“急证即办”。港澳居民还
可通过“重庆公安出入境”微信公众号
查询受理地点、预约办理时间、自助查
询办证进度。

据统计推估，如港澳居民每年在内
地申请换发补发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
行证，仅交通费一项，可节省约1.8亿
元。

10日起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换发补发可就近办理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国庆期
间，新开街的北碚区三溪口豆腐鱼美
食街成为众多市民游客“打卡”地。重
庆日报记者10月 4日从北碚区了解
到，为真正擦亮三溪口豆腐鱼这块“金
字招牌”，该区相关部门加大了豆腐鱼
商家环境卫生、食材溯源的监督力度，
并同时与17家鱼庄签订“吃得文明”
承诺书，引导商家自觉将制止餐饮浪
费纳入到餐饮加工、经营和服务的全
过程。

9月24日，提档升级后的三溪口
豆腐鱼美食街正式开街，此后每天食客
盈门，国庆期间更是人流如织。为了保
证三溪口豆腐鱼不再重现昔日“苍蝇馆
子”的形象，北碚区蔡家岗街道联合该
区交通局、商务委、市场监管局、城管局
等相关部门，在确保三溪口停车秩序、
市容环境的基础上，对现有17家豆腐
鱼企业的经营秩序、经营行为进行监

管。“我们对商家门店环境、后厨卫生、
食品安全、食品溯源等行为进行了全面
监管，同时妥善处理消费者投诉，坚决
打击违法经营行为。”该区市场监管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外，蔡家岗街道还与美食街的
17家鱼庄分别签订了“吃得文明”承
诺书，引导餐饮服务单位自觉将制止
餐饮浪费纳入到餐饮加工、经营和服务
的全过程。同时，通过不定期开展暗查
暗访、统计餐厨垃圾收运情况等，对浪
费现象严重的餐饮服务单位进行约
谈。不仅如此，17家鱼庄还联合成立
了行业协会，制定“三溪口豆腐鱼”渝菜
标准，提出精准量化豆腐鱼的食材搭
配，创新打造节约型、数据型与标准型
餐饮，引领绿色发展理念和服务方式，
推动餐饮行业健康发展。“宋洋鱼庄”
负责人吴畏告诉记者，店里的工作人
员都会主动提醒消费者合理点餐，提
供打包盒、打包袋。自从服务员劝导
顾客打包后，现在餐后打包的顾客越
来越多了。

三溪口豆腐鱼17家商户

签订“吃得文明”承诺书

石柱电商产业园，石柱莼菜通过“远山结亲”电商扶贫模式销往全国。图为
工作人员正在装箱。 （君君电商供图）

▲10月5日,重庆际华园极限运动中心,一小朋友在
教练带领下体验风洞训练。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10月7日，市民在礼嘉智慧公园参观“三体·时空
沉浸展”，感受科幻世界。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上接1版）

城开高速东河1号特大桥
4个百米桥墩已封顶

在建的高速公路项目，也加快推
进：城开高速东河1号特大桥4个百米
桥墩已封顶；合川-璧山-江津的高速
公路全线首座大桥实现单幅贯通。

10月6日，在开州大进镇云凤村，
城开高速东河1号特大桥施工现场，头
戴安全帽、身绑安全绳的施工人员正在
高达120余米的桥墩上施工。

“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东河1号
特大桥主跨桥墩共4个，桥墩高度均在

120米以上，目前已经封顶。”中铁十一
局城开高速B3项目部负责人表示，国
庆中秋长假，约200人奋战在施工现
场，推进项目建设。

“工程取得如此进展非常不易。”现
场负责人表示，疫情对工期影响很大。
为抢回失去的时间，项目部倒排施工计
划，成立了技术攻关小组，制定可行性
方案，24小时派专人值守现场，终于将
时间“抢”了回来。

据介绍，东河1号特大桥横跨在

两座山之间，桥面距河面垂直距离达
200米，建设难度非常大。据介绍，当
时技术人员要到对面的山上采集数
据，需从河里游过去，再爬到高山上进
行采集。

一座长120米、宽 6米的施工便
桥，就花了项目部5个月时间。目前，
大桥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有望于2021
年11月实现主跨合龙。

据介绍，2022年，城开高速有望全
线建成通车。届时，从城口到开州车程

将由现在的4小时缩短到约1小时，我
市也将实现“县县通高速”的目标。

据中铁建重庆投资集团双合高速
公路公司相关人士介绍，合璧津高速鱼
界特大桥全长1964米，为全线最长特
大桥。随着右幅T梁架设完成，全桥预
计11月中旬实现全幅贯通。

目前，合璧津高速公路总体工程
形象进度已完成41%。“该项目建成
后，全线将减少绕行距离长达 65公
里，减少通行时间1小时，对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促进沿线经济合作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铁建重庆投资
集团相关人士表示。

重庆交通重点工程加速推进

酷玩国庆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10 月 7 日电
（记者 和苗 付一鸣）瑞典皇家科学
院7日宣布，将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
授予法国女科学家埃玛纽埃勒·沙尔庞
捷和美国女科学家珍妮弗·道德纳，以
表彰她们在基因组编辑方法研究领域
作出的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戈兰·汉
松当天在皇家科学院公布了获奖者名
单及主要成就。汉松说，今年的获奖研
究成果是“基因剪刀——重写生命密码
的工具”。

据诺贝尔化学奖评选委员会介绍，
两位获奖者发现了基因技术中最犀利
的工具之一，即“CRISPR/Cas9基因编
辑技术”。基于这项技术，研究人员能
以极高精度改变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
DNA（脱氧核糖核酸），并有望更改某
些生物的生命周期。这一技术对生命
科学研究产生了突破性影响，有助于研
发新的癌症疗法，并可能使治愈遗传性
疾病成为现实。

评选委员会在新闻公报中说，沙尔
庞捷在研究一种对人类危害巨大的细
菌——化脓性链球菌时发现了一种以
前未知的分子 tracrRNA。这种分子
是细菌古老免疫系统CRISPR/Cas的
一部分，它可通过切割病毒的DNA解
除病毒的危害。沙尔庞捷在2011年发
表了这一研究成果。同年她与资深生
物化学家道德纳展开合作，在试管中共
同重建了具有上述切割功能的细菌“基
因剪刀”，并简化了“剪刀”的分子组成
以便使用。

公报指出，在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实验中，沙尔庞捷和道德纳对“基因
剪刀”进行了改造。在天然形式下，该

“剪刀”能够识别病毒的DNA。但这两
位获奖者发现能对这种“剪刀”施加控
制，这样一来就能在任何预先设定的
位置切割任何DNA分子。一旦DNA
被切割，那么重写生命的密码就变得简
单了。

诺贝尔化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克
拉斯·古斯塔夫松说：“这个基因编辑工
具拥有巨大能量，它不仅在基础科学
领域引发了变革，还产生了很多创新
性成果，并将带来具有独创性的新治
疗方法。”

沙尔庞捷在发布会的电话连线中
说，她得知获奖时感到很惊喜，“作为获
此殊荣的女科学家，我希望能对致力于
科学研究的年轻女性传递信息，女性能
在科学界有所作为并获诺奖”。她还强
调，“基因剪刀”技术有可能在将来开发
出击败细菌的疗法。

沙尔庞捷1968年出生于法国，现
任德国柏林马克斯·普朗克病原学研究
室主任；道德纳1964年生于美国，现任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两名科学家将平分1000万瑞典克
朗（约合112万美元）奖金。

两名女科学家分享
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

法国科学家
埃玛纽埃勒·沙尔庞捷

美国科学家
珍妮弗·道德纳

新华社发

（上接1版）
据统计，9月30日至10月6日，商

圈内共有20个品牌的销售业绩在西南
地区名列第一，63个品牌销售业绩在
重庆名列第一。在重庆江北观音桥苏
宁易购广场,消费者可现场学习烘焙，
免费品尝现榨果汁、现磨豆浆，还能在
店内玩VR游戏，坐在休闲区域喝水、
看书等。

此外，商旅文联动，也进一步提升
了观音桥商圈的消费吸引力。据介绍，
国庆假期，观音桥商圈通过主题立体花
堆、激光音乐喷泉表演等举措，打造城
市“客厅”，吸引游客；北仓文创园引进
戏剧公演和钢琴演奏节目，推出了国庆

市集等多元文创体验活动，丰富了商圈
艺术文化氛围。

除了观音桥商圈，大坪商圈、解放
碑商圈、杨家坪商圈等“双节”期间也有
各类促销和主题活动。长假期间，正值
渝中区金秋消费节，不仅有各大商家推
出优惠活动，美食自媒体“超级吃货王”
还组织美食主播，“打卡”大坪商圈，给
消费者一一推荐英利大融城、时代天街
美食等。而在“双节”首日，解放碑一商
场，有奶茶店在口碑直播间甚至推出买
一杯奶茶抽礼券活动，最高1000元。
该场直播吸引了20万人次观看。据
悉，该商场在节日期间，每天做2-3场
直播，最少累计万人次观看。

重庆各大商圈优惠多人气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