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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富镇，是青峰镇“四大战略目标”

之一。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当下，

青峰镇以特色农业为重点，大力推进一二

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推动现代农业建设

迈上新台阶。

新项目开拓新领域
在功能性七彩马铃薯试验基地里，一

二十名农民有序地忙碌着。他们都是永

川区汇鑫集群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聘请的

田间管理者。

李玉兵是其中的一员，也是牌坊坝村

的村民。“在这里务工，我有一份收入。等

项目盈利后，我还能分红。”李玉兵告诉本

报记者，他是以土地入股的形式，与企业

合作发展的。这个100多亩试验基地，就

有近10亩是他一家六口人的。

马铃薯，是除稻米、小麦、玉米外的又

一主粮。去年，青峰镇引来永川区汇鑫集

群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牌坊坝村和凌阁

堂村发展功能性七彩马铃薯和牡丹建设

项目。未来，汇鑫集群将在青峰投资5亿

元，建设4000亩以上的农业产业园。产

业园里不仅有七彩的马铃薯，还有小麦、

大豆、水稻等多样的农产品，而且还实现

农旅一体化，发展乡村旅游。

2017年，青峰镇引进项目7个，其中

农产业有两个项目。除了汇鑫集群这个

项目外，还有总投资6亿元的永川区级

重点旅游项目“智慧农谷”，通过重庆中

欧公司智慧农谷这个项目，采取“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订单式销售模式，可以

让农副产品向品质化和精品化方向发

展。

新技术引领新发展
这几天，张学

美等人在莲花石村

内子坪村民小组的

一块油菜地里忙着

采摘菜苔。

张学美是永川

区桂香水稻股份合

作社的一员。她告

诉我们，她所栽种的

油菜采用了一种新

的栽种技术——双

低油菜“油蔬两用”

种植技术，既能采收

菜苔作菜用，又能收

获菜籽榨油食用，可以实现“一种双收”。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新技术，张学美

才开始种油菜的。张学美是当地的种植

大户，流转了土地1600亩种水稻。去年，

区粮油站到青峰来推广双低油菜“油蔬两

用”种植技术。想到水稻丰收后，土地闲

着也是闲着，去年9月张学美拿出200亩

地，第一次大规模地开始种植油菜，试用

新的种植技术。

“我们都知道油菜要么出菜苔，要么

收菜籽。通过摘苔促植株分枝，弥补基本

苗不足，对早花早苔实现控旺，避开花期

遇倒春寒或延长生育期，稳定菜籽产量。

一菜两用更让我们多些收益，与常规油菜

种植相比，亩增效300元以上。”张学美越

说越兴奋。

张学美不只是自己用新技术种油菜，

而且还向周边农户推广。在她合作社四

周大概有200来户村民都采用新技术种

油菜。目前用这一新技术规模种植油菜

面积近千亩。

新时代迎来新品牌
2018年 1月，青峰镇的农产品品牌

又多了一位新“成员”——“叁承茶香鸡”。

这几年，青峰镇加快农产品品牌化发

展步伐，培育了近10个特色鲜明的农产

品品牌：营养滋补的“态聚”中药山鸡、芳

香纯正的“青峰红”高粱酒、清甜爽口的

“青峰李”、香甜美味的“青峰葡萄”等等，

延长了特色农产品产业链，提升了农产品

附加值，增加了农民收入。

“叁承茶香鸡”，是“态聚”中药山鸡的

下游产品。重庆态聚中药山鸡生态养殖

基地业主张正群告诉本报记者，生鲜农产

品的运输必须冷链物流，否则不能保证其

品质。如果把农产品经过深加工制成熟

食，物流成本就会大大降低，而且销售范围

会更广，农产品附加值也会更高。2018年

1月，她创建重庆市叁承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推出“叁承茶香鸡”自热鸡汤系列、卤制

系列，以及鸡肉豆鼓、牛肉豆豉等食品。

“自热食品是近年来食品产业众品类

中涌现出来的一个新品类，发展态势较

好。”张正群说，年前，经过朋友介绍，在江

西南昌找到一家企业，与其合作生产了第

一批“叁承茶香鸡”自热鸡汤系列食品，共

计3500罐。经过两周的推广，客户反响

较好。春节过后，她将引进100万元的加

工包装设备，自主加工生产食品。

“以后，我的基地养殖规模会逐渐缩小，

但合作社会让更多的农户加入到养鸡行业

来，不局限于永川，已拓展到江津等地。而

且，我们对养殖规模也有所限制，每户最多

养殖1000只。规模的控制，是为了更好地

保证品质，以及监督到位。”张正群说，凡是

按照标准养殖出来的“态聚”中药山鸡，公司

将全部回购，经过深加工制成食品，再销往

市场。今后，生鲜销售占比仅占20%。

青峰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青峰镇将把

促进农民增收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围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全力

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农业品牌，努力增加

农民收入，进一步改善农村生活水平。

青峰：奏响现代农业进行曲
本报记者 杨 雪/文 陈科儒/图

2 月 7日，在璧山区正兴场边一农家乐

——龙家厨房，一次特别的团年饭正在举

行。对于主人家祝仲清来说，今年的团年饭

显得格外热闹。亲戚好友坐了五桌，热闹得

很，更重要的是，他30年前的朋友，来自永川

区茶山竹海街道云峰村的刘远明来参加了今

天的团年饭。祝仲清说，为了这顿团年饭，他

们等了30年。

300元盘缠钱记挂30年
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云峰村村民刘远明，

1965年生；璧山区正兴镇河堰村村民祝仲清，

今年63岁。二人相差整10岁。30年前，一种

偶然的缘分，他们结识了。

事情还得从1987年说起。

这一年，刘远明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在

复兴香炉山半山腰上开办了一个小型焦煤

厂。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

这时，在外飘荡的祝仲清找到刘远明，准

备与他一起合伙开办生产中国象棋子的象棋

厂。正陷入焦煤厂跨了又发财无门的刘远明，

与祝仲清一拍即合。然而，因为种种制约，他

们最终只能放弃。

谈起这件事，刘远明至今仍感到遗憾：如

果顺风顺水，我们的象棋厂一定会闯出一片天

地的，因为他认为，他们的工艺技术一点不落

后于后来的一些声名很响的厂家。

祝仲清一手漂亮的漆工手艺，一次，他找

到刘远明，告诉他自己想到北京去打工挣钱，

因为身无分文，想给他借300元钱作路费。

300元，对于那时的人来说，相当于一个

刚参加工作的“铁饭碗职工”近一年的收入，更

何况普普通通的农民。“救急不救贫”，刘远明

二话没说，倾其所有凑足300元递到了祝仲清

手上。

“也没有打借条”，刘远明说，“压根也没想

到还不还的事儿。”

5次寻找终于如愿以偿
拿着盘缠钱，祝仲清踏上了北上打工的路

途。刘远明也先后到新疆等地打工。从此，两

人各奔西东，失去了联系。

尽管如此，但在他们心里，朋友的情谊似

乎不但没有随时间冲淡，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变得醇厚浓烈。

15年前，在外闯荡的祝仲清回到了老家璧

山。出于生计，一次路过永川大安，恍惚记得

刘远明曾说他的姐姐在大安邮政所工作。于

是，他便中途下车，到大安邮政所去打听，希望

探听到刘明远的下落。得到的回复是：晓不

得。

30年前，祝仲清曾经到刘远明老家去过一

次，是天麻麻黑的时候去的，走拢时天都黑了，

吃过晚饭又走了。要想找到刘远明的老家，只

能凭着记忆中那点模糊的印象。

祝仲清回忆说，大约七八年前，他又专门

到永川打听，寻找了刘远明一次，尽管他逢人

便问，却没人知道刘远明这个人。

今年，祝仲清下决心要把刘远明给“找出

来”。

2月4日，祝仲清骑电动助力车从正兴镇

出发，50分钟左右到了石庙场，开始了新一轮

寻找之旅。尽管历经辛苦，到了天色将晚时，

他只得无功而返。

第二天，祝仲清叫上在大安一亲戚家玩的

儿子开车，带上熟悉路的人去找，东打听，西寻

找，还是没有结果。

是不是寻找的思路出了问题？祝仲清想，

与其漫无边际去打听，不如到村委会去，是一

个村的人，村委会的干部一般都清楚。

第三天，祝仲清天一亮就骑着助力车出门

了，到石庙场吃过早饭，就径直从村委会找

起。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顺利地找到了大安

街道高坡村。高坡村的干部告诉祝仲清，现在

行政区划调整了，他要找的人可能划到茶山竹

海的云峰村去了。

通过别人的指引，祝仲清找到了云峰村委

会所在地。村党总支书记热情地接待了他，并

打通了刘远明的电话。

就这样，当刘远明兴匆匆赶到村委会，尽

管相隔30年的时光，但刘远明却一下子认出

了祝仲清：“好！好！好！”刘远明握着祝仲清

的手，千言万语就只有这一个字。

“这份感情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
当天下午，祝仲清便执意要接刘远明到璧

山正兴自己家里去。拗不过老朋友的盛情，刘

远明搭上祝仲清的助力车，到了璧山区正兴场

镇祝仲清的家。

30年的老朋友感情，感染着祝仲清全家，

大家纷纷祝贺祝仲清找到了30年失联的朋

友。

第二天晚上，祝仲清家团年。在龙家厨

房，看着满满的五桌亲人朋友，让祝仲清格外

高兴，“刘远明能够参加，就更圆满了。”他不停

地向大家敬酒，向大家介绍刘远明，言谈中掩

饰不住心中的感激与喜悦。

对于刘远明也说，今年的团年饭是他没有

想到的，老婆到远在云南的儿子处过年去了，

他独自在家，能和30年的老朋友吃上一顿热

腾腾的团年饭，心里也特别高兴。

吃过团年饭，祝仲清带着老朋友到正兴场

转转，两人说不尽30年的风雨经历，说不尽当

年的患难情谊。

其间，祝仲清执意要连本带息还刘远明，

刘远明执意不收。最终拗不过，刘远明接收了

祝仲清的好意。祝仲清说：“借钱还钱，必须

的，其实，这份感情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

这顿团年饭，他们等了30年
本报记者 龙远信

我区区属国有企业资产规模盈利能力创新高
截至2017年12月底 实现利润总额4.5亿元 同

比增长13%

本报讯 2017年，我区区属国有企业大力拓宽营业范围，狠

抓内部管理，各项经济指标创历史新高。

据悉，去年，我区区属国有企业突出“助推经济发展、服务公

用事业、国资国企改革、国有资产盘活、国有资产监管”五大重

点，各项经济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截至2017年12月底，区属国

有企业资产总额达871亿元，同比增长7%；所有者权益达到

440亿元，同比增长3%，取得营业收入46亿元，同比增长9%；

实现利润总额4.5亿元，同比增长13%。 （区国资局供稿）

我区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
本报讯（记者 赵 丰）2月13日，记者从区财政局获悉，2017

年区财政会同区农委共争取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资金

2000万元，镇村投入资金408万元，引导金融资本、工商资本及

社会资本投入3514万元，在全区18个镇街20个村开展试点。

截至2018年1月底，已有14个村完成试点工作，共拨付试

点资金1410万元，计划2018年7月底前全部完成。大安街道

铁山村、青峰镇莲花石村、五间镇景胜村及板桥镇通明村等村已

实现试点收益32.66万元，试点村投资年收益率均在7%以上。

试点项目共带动周边农村1084人就业，农民务工收入580万

元。通过本次试点，实现了我区村集体经济的绿色、科学、稳定

增长，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拓宽了道路、找到了方向。

红河小学被评为“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
本报讯（记者 张 玲 通讯员 宋世海 刘 畅）近日，教育部

公布了2017年中小学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名单，重庆市共有22

所学校当选。我区红河小学榜上有名，一跃成为全国首批国防

教育示范学校。

据了解，红河小学坚持创新机制、坚持内涵发展、坚持因地

制宜，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着力加强保障条件，创新教育方

式方法和载体，在课堂教育教学、综合实践活动和专题教育项目

中融入和加强国防教育，切实提高学校国防教育工作质量，促进

学校国防教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有机融合，大幅提高国防

教育的国防贡献率、校园吸引力和育人实效性，推进学校国防教

育的深入发展，凸显了我区中小学国防教育工作特色，勇攀高

峰，成为国家教育部确定的首批中小学国防教育示范学校。

工人在马铃薯种植田间修整幼苗。

2月6日，临江河太生堂河段防洪堤加固工程正在如火

如荼地进行。

据悉，临江河太生堂河段防洪堤是临江镇的一项亮点

工程。该项目全长约1.12公里，在防洪堤建设现场，记者看

到，工人们正在加紧进行铺网、砌石等工作，赶在4月汛期

前完成河床下部的堤面砌筑工程，保障百姓生产生活安

全。 记者 陈科儒 摄

加固堤坝保安全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有几种形式

莫先生：我叔叔是一名特困人员。请问，像他这种情况，救

助供养形式有哪几种？

区民政局：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形式分为分散供养和在当地

的供养服务机构集中供养。具备生活自理能力的，鼓励其分散

供养；完全或者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优先为其提供集中供

养服务。对需要集中供养的特困人员，按照便于管理的原则，就

近安排到供养服务机构，并由供养服务机构与入住特困人员签

订供养服务协议。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可由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委托其亲友、村（居）民委员会、供养服务机构、社会组织、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等提供日常看护、生活照料、住院陪护等服务，

并签订供养服务协议，落实服务责任和帮扶措施。 记者 钟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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