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辣椒王”是东溪人给鄢训的

美称，几年前，鄢训回乡创业，创

办重庆市宏迅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种植专门用作泡菜的辣椒品

种“艳椒425”，以“公司+基地+农

户”经营模式，带动辣椒种植户

700多户，带领村民走上致富小康

路。

带领村民奔小康

“在家里的泡菜坛子里泡上

一点辣椒，一年到头都可当佐料，

这是重庆人的习惯。所以这个市

场很大。”鄢训介绍说，几年前，通

过流转土地，他在东溪镇的白云

寺、永乐等村，成片种植了 500 多

亩专门用作泡菜的“艳椒 425”。

由于盯准的是消费者家里的泡菜

坛子，销量极大，因此，他所种的

500多亩泡菜专用辣椒，在市场上

供不应求，价格也好。附近的村

民见了，也跟着种起来。

见村民有种植积极性，鄢训

顺势利用自己有市场销售平台的

优势，与村民商量后，成立了一家

辣椒种植专业合作社，从品种、技

术、标准上进行统一，然后由公司

进行统一收购销售。这一方式得

到村民的赞同，纷纷参与进来。

现在，鄢训在东溪镇永乐村、

白云村和丁山镇保元村，建设了

辣椒标准化种植基地 1000 余亩，

成为全市最大的泡菜专用辣椒种

植基地。解决当地 100 多名农民

就业，基地年产值700万元。

2018 年，公司在全区发展辣

椒10000亩，年累计收购和销售辣

椒12000 吨，销售额达2500 万元。

为农户增收和綦江辣椒产业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

人民代表为人民

今年29岁的鄢训是綦江区的

人大代表，工作中他认真履职，密

切联系群众。

去年4月，鄢训在走访选民时

了解到白云寺村 1 组村民张龙有

创业的想法，但因为家庭经济拮

据，没有启动资金。鄢训帮助他

联系银行、担保公司，促成张龙获

得50万元贷款，流转60亩土地种

植蔬菜。鄢训不但指导他种植蔬

菜，还帮他销售蔬菜，打开销售局

面，2018年，张龙的收入超过20万

元。鄢训不仅帮助张龙实现了自

主创业，同时还让7名村民在张龙

的蔬菜基地实现了就业。

白云寺村6组村民文成焱，上

有年迈的父母，下有未成年的儿

子，长期在外务工。2017年，母亲

患病后需要人照顾，文成焱不能

再外出挣钱，家庭经济陷入了危

机。于是，文成焱找到鄢训，请鄢

训为他想想办法。文成焱今年45

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鄢训便

将他安排在公司上班，月薪 4000

元，解决了文成焱家庭的困境。

“人民代表为人民，不是一句

空话，这就要求每个人大代表要

深入基层，为人民群众排忧解

难。”鄢训是这样说，更是这样做

的。2018年中，鄢训走访、接访选

民 86 人次，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7

件，其中得到答复的有3件。

重庆瑞礼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何瑞礼，是一位“资深”

的政协委员。自当选政协委员以

来，他全身心投入到古剑山文化

旅游发展中，外出学习找经验，各

方招商拉投资，致力于将綦江本

土文化元素融入到綦江旅游和綦

江城市建设中，不断促进綦江旅

游融合发展。

“ 文 化 旅 游 是 一 个 朝 阳 产

业。以前，老百姓们关注都是自

身温饱问题，而现在，随着经济的

发展，消费水平的提高，老百姓们

的关注点更多地转到了休闲娱乐

上。特别是近几年，古剑山旅游

的火爆更贴切綦江“三养”的主

题。“说起当初萌生入驻古剑山的

想法，何瑞礼话语间满是对綦江

山水的热爱，对綦江文化的情怀。

“鉴山国际一期开发以后，酒

店饭店超市也配套完成，游客现

在到了古剑山，有看的、有玩的、

有吃的、有住的，能将游客旅程延

伸 2-3 天，而綦江离主城还具备

距离优势，也能当天玩当天返。”

何瑞礼介绍，原来的古剑山配套

设施严重不足，可以说都谈不上

是一个风景区，只是本地人的一

个游玩去处。现在的古剑山已经

是国家4A级风景区了，有专门的

旅游道路、环线，并对老路进行了

提档升级，就连公交车也通到了

古剑山脚下，前来游玩的游客已

超10万人次。

为了将古剑山打造成綦江的

旅游名牌，何瑞礼多次邀请全国

知名专家来到古剑山，为古剑山

的发展规划出谋划策，并研究讨

论文化旅游打造方向。“一个文旅

风景区的打造，不是一蹴而就的，

往往都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这就需要我们的信心和耐心。”对

于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加快綦江

旅游建设步伐，何瑞礼有自己独

到的见解：“文化是旅游的灵魂，

是一个地方旅游业持久发展根

本，古剑山有独特的佛家文化、山

水文化，并建立了艺术村，可以吸

引大量的艺术爱好者和佛学爱好

者来到綦江采风、创作和礼佛，从

而推动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

“我今年的提案还是关于古

剑山建设的。古剑山作为綦江目

前建设最成熟、声誉最高的风景

区，具备独有的“养心”特点、文化

环境、地理优势，也是最符合“三

养綦江”理念的风景区。因此，我

建议要集中力量打造古剑山风景

区，打造核心文旅景区、綦江文化

新地标。”何瑞礼说，古剑山是“三

养綦江”的主战场，需要年轻的血

液、青春的活力，2017 年，通过招

商引入了以“爱情”为主题的花海

项目，希望吸引年轻的一代，让他

们来到古剑山，再用古剑山的文

化留住游客；同时，进一步打造文

旅商业小镇，将古剑山打造为一

个四季旅游的国家5A级风景区。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何瑞礼

表示，他将牢记政协委员的使命，

坚持深入一线收集社情民意，加

强调查研究，为綦江的文旅发展

做出自己的贡献。

鄢训

发展产业 带领村民奔小康
本报记者 张学成

何瑞礼

致力文旅融合 促进旅游发展
本报见习记者 赵竹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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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 点 元 旦 小 长 假

本报讯（见习记者 刘琦）1月

1日，我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以

下简称四经普）入户登记工作在文

龙街道联惠社区第二普查小区正式

启动，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

长、区四经普领导小组组长施崇刚

参加启动仪式，并入户参加普查登

记。

据了解，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开展的

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普查标准

时点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普查对

象是我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

位和个体经营户。

启动仪式后，施崇刚同 150 名

普查员及普查指导员穿戴经普宣传

马甲，佩戴普查员证，走进文龙街道

联惠社区第二普查小区，开展入户

登记调查。过程中，施崇刚分别来

到私人诊所、建材门面等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对他

们的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

资、信息化和电子商务交易等情况

进行了具体了解和如实登记。

施崇刚表示，入户登记是经济

普查最关键的环节，数据质量的高

低直接关系到四经普的成败，每一

位普查员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认

真走进每一个普查对象，扎实搞好

每一项数据统计，依法依规、实事求

是地做好入户登记工作。

我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入户登记工作正式启动

近日，东部新城高楼林立、灯火阑珊，公路上过往的汽车灯光又为新城增加了亮丽的色彩。近年来，我区在做好旧城改造的基础上，着力推进东部新城建设

与发展，城区面积越来越宽，城市面貌越来越美。 特约通讯员 胡光银 摄

本报讯（记者 张静）登高祈

福、吃年猪、采摘……元旦小长假天

气虽冷，綦江旅游却一片火热。1

月2日，记者从区旅游局获悉，元旦

假日期间我区共接待游客13.55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373.88万

元，同比分别增长22.07%、30.93%。

在节日前，我区举办了迎新登

高活动，掀起登高祈福热潮。元旦

期间，古剑山净音寺、丁山金山寺等

旅游景点都迎来大批游客祈福迎

新，祈求新年平安团圆美满。綦江

的众多美食也受到游客欢迎，丁山

年猪、东溪刘氏黑鸭、安稳羊肉、綦

江北渡鱼……游客觅招牌美食，赏

綦江文化，游如画美景，满足了大家

的多元化旅游消费需求。

值得一提是，为了寻求更有仪

式感的迎新方式，许多人选择在跨

年之际来一场意义非凡的旅行，游

客纷纷关注起了旅游的“文化属

性”，綦江博物馆、古剑山艺术村等

地成为新的时尚选择，不少游客带

着孩子到此了解恐龙文化，体验农

民版画制作乐趣。

【旅游】

三天接待游客13.55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杨子路）元旦小

长假期间，綦江汽车客运站和綦江

东站共运送旅客4.9万人次，其中汽

车客运站 40871 人次，綦江东站

9000人次。节日期间，未出现较大

交通事故，实现了出行安全、交通通

畅。

据介绍，元旦小长假期间，客流

量主要以周边游和探亲流等中短途

客流为主，出行方向主要是区内各

街镇和重庆主城。

“12月29日下午出现了客流小

高峰，出行旅客比平常多一些。”汽

车客运站工作人员介绍，元旦期间，

车站共开行客运班次1960班，出行

客流高峰为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

2019年1月1日，“当天旅客发送量

达到 17970 人次，客流以学生和上

班族为主。”

另外，记者从綦江东站了解到，

该站1月1日同样为出行最高峰，当

天发送旅客4000人次。

【交通】

运送旅客4.9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成蓉）1月2日，

记者从区商务局获悉，元旦节期间，

全区消费市场兴旺。数据显示，区

内大中型商场、超市以及重点商贸

流通企业实现销售额7853万元，同

比增长 21.8%。其中，百货、服装、

副食、家居建材是元旦期间销售的

热点。

“购满 98 元领取红包一个、消

费满额砸彩蛋……”元旦节迎来“购

物黄金季”。全区各大电器、家装、

珠宝、服装等商家纷纷瞄准市民的

节日消费需求，推出打折、买赠、抽

奖等优惠促销活动，积极营造节日

氛围，客流络绎不绝，销售经营情况

良好。

此外，元旦节期间，全区主要生

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品种丰富，

价格保持平稳，食用油、白糖、大米、

面粉等商品价格基本保持日常销售

价格，有力保障了节日期间城乡居

民消费需求。

【商贸】

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