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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从军医大学退休的哲学教

授、一位守望家园的村支书、一位心

怀故土的返乡创业者，6年时间，三人

携手以蓝莓为切入口，在綦江区扶欢

镇安育村上演了一场颇具实验性质

的乡村建设。

今年4月，綦江健冠蓝莓种植股

份合作社正式挂牌，綦江区供销社投

入 45 万元入股合作社，并积极协调

贷款用于蓝莓冷库扩容，延伸产业

链。“三社”融合发展的田野实践，落

到了这个渺小的细胞单元——

锁定V2型蓝莓
安育村办起了采摘节

今年4月，在海拔800米、1894位

农户的綦江区扶欢镇安育村里，以大

校军衔退休的哲学教授余显礼、村支

书余江、从温州返乡创业的罗德平，

携手挂起了健冠蓝莓种植股份合作

社的牌子。

2012 年年底，在这片故土上，三

位老友充满家园情怀开始了乡村建

设实验。最初，大伙儿从事传统的种

植西瓜、白萝卜、桂花，在几次尝试失

败之后，专门请来浙江理工大学的蓝

莓种植专家现场测试，确定安育村适

合这种蓝莓生长，由此最终锁定到种

植美国V2小浆果型蓝莓。

2013 年 11 月，三位老友在一分

八厘的试验田里种下了蓝莓。次年5

月，他们把结出的 3 斤左右香甜果

子，分成2.5两一盒，全部送给附近的

乡亲们品尝。

在全村人的支持下，2015 年，三

位老伙计的蓝莓种植规模扩大到100

亩，产量1600余斤。

2016 年，规模扩大到 200 亩，蓝

莓枝干越长越壮，产量飙升到 1 万

7000斤。

2017 年，产量更是突破了 2.5 万

斤，区里还为此专门举办了“第一届

蓝莓采摘节”，当天人流量就达到了

5000人……

延伸蓝莓产业链条
资金成了大问题

产量起来了，人气上来了，三位

老伙计的新烦恼也来了。

2016年，V2蓝莓产量到了1万7

千斤，每斤平均可以卖到 120 元，一

上市根本不愁销路，算下来一年利润

有80多万。

2017年，地里的蓝莓出现了百分

之十的滞销。

2018年情况变得严峻，虽然产量

达到了将近5万斤，但有将近四分之

一的蓝莓卖不出去，也就是一万多斤

蓝莓，可能烂在地里。而蓝莓市场价

格，跌落到了60元/斤。

他们开始焦虑，余江在全国蓝莓

销售批发微信群里寻找买家，“常常

是一张40元/斤的收购单子抛出来，

一眨眼就被外地卖家消化。”

“山区特色农业发展到第二阶

段，规模生产的科学性和深加工链条

的完整性，决定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

力，决定了是否还能持生存走下去。”

老教授总结出了这个结论。

三位老伙计掏出积蓄，再加上前

几年利润，共 200 万，亲自动手建起

了存储冻库、生产车间和简易办公

楼。

为了省下钱买冷冻设备，罗德平

又干起了水泥工的老本行，累得晕倒

在砌了一半的院墙边。即使如此，三

位老伙计一致决定，再挤出点资金，

在这片荒坡上修起村里的文体活动

中心，取名叫“幸福院”。

余显礼陷入沉思，明年5月，400

多亩的蓝莓上市，8万多斤产量滞销

情况或许会更加严重，冻库的规模必

须扩大，制冷设备也得更换为“气调”

技术，仅此一项，就需投入 80 万左

右，如果涉及到蓝莓的深加工生产

线，投入还得更多。

去年开始，陆续有从蓝莓中提取

花青素的沿海企业找到余江，承诺包

种包销所有地里的蓝莓，但收购价

格，不到市价的四分之一，安育村因

此成为“食物链”中最底层的原材料

生产地，利润将大部分被市场环节瓜

分。

三位老伙计开始找各大商业银

行贷款扩大再生产，让人尴尬的是：

估值 1000 万元的蓝莓企业，最终只

能在两家商业银行分别贷款出50万

元、民间借款80万元，年综合利率在

15%以上。

“农村的土地、房屋产权不清晰，

没有商业银行认可的抵押物，一个月

的贷款三个月都跑不下来，就算贷下

来了，也少得可怜。”余显礼气得直跺

脚，要么蓝莓烂在地里，要么就沦为

原材料供应地，而这一切，都直接关

联到村里从事蓝莓种植的225户，700

余村民的家庭收入。

“两社”先融合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村支书余江收到了村民罗昭新

送来的锦旗，上面写着“为民解忧、关

爱老人”——他曾是首年试种蓝莓地

的最强烈反对者，噜着嘴握紧锄头，

连自家的田坎也不允许余江通过。

如今，他成了余江“蓝莓新政”最坚定

的支持者。

“安育村蓝莓种植在发展中遭遇

的瓶颈，不仅仅是农业经济问题，更

关系到 700 多农户的增收与农村基

层的和谐稳定。”綦江区供销社主任

李宗烨说道。

“解剖麻雀”的工作方式，提上了

该区“三社”融合发展的议事日程。

这片蓝莓地，也因此成为了该区“三

社”融合助农兴农示范基地。

第一步，便是綦江区供销社所属

的全资企业农民合作社服务中心有

限公司出资45万元，占13.04%；三位

老伙计与38户村民出资300万元（其

中建卡贫困户13户，不实际出资，由

合作社每户配股1万元），占86.96%，

成立起了健冠蓝莓种植股份合作社。

此举意味着，承担生产的专业合

作社、承担流通的供销社，这“一社”

与“二社”之间，打通了内在融合机

制。

融合之后，由该区供销社牵头协

调，健冠蓝莓种植股份合作社与重庆

果品协会取得联系，解决了部分销售

问题，减轻了明年上市的库存压力。

“既解决了咱们资金的燃眉之

急，也扩宽了销售渠道，形成了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两社’融合。”在余

显礼教授看来，即使在“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的专业合作社，有步骤、有节

奏的推进，才是应有之义，“如果单纯

是‘输血’式帮扶，效果只能很短暂。”

“两社”融合的“甜头”，很快便在

安育村显现出来。

“三社”互融
抱团延伸产业链

针对健冠蓝莓种植股份合作社

的问题，该区供销社对症下药，开出

了一张“药方”——

首当其冲，得调优品种、调整结

构，适当拉长蓝莓成熟期，减少库存、

销售等方面的压力。

供销社的农业专家们算了一笔

账：蓝莓品种调整头两年，由于加大

修枝、产量压缩、质量提高，经济效益

不但不会下降，反而由于人工成本和

库存成本下降而节约开支 10 余万

元，并增种早熟品种50亩、晚熟品种

50亩。

“这样一来，还可延长游客观光

采摘时间和当地农民采摘就业时间2

个月，增加大伙儿收入。”余江说道。

第二步，就是改造扩建冷藏库、

改良设备，提高冷藏量、冷藏时间及

品质，减少因冷藏不当导致鲜果变质

带来的经济损失。

由供销社组织协调，在鲜果大量

上市期，将滞销部分进入冷库保存，

销售给蓝莓加工企业，每年可增加收

入 20 万元左右。3 年后合作社的年

收入预计可达300万元左右。

第三步，是以健冠蓝莓种植股份

合作社为核心，逐步组建起覆盖全区

各乡镇的蓝莓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打

造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和产业链，

由此实现大小蓝莓合作社抱团经营，

降低生产成本和市场风险。

日前，在该区供销社积极奔走

下，健冠蓝莓种植股份合作社的一笔

160万贷款即将下放。

“申请了好几个月的资金，在‘三

社’融合的政策推动下，既缩短了放

款时间，也减轻了我们资金压力。明

年5月蓝莓上市，这里又将是一片充

满欢笑的土地。”余显礼教授动情地

说，经过 6 年的乡村实践，在“三社”

融合推动下，建设起一个四季有花、

四季有果、四季有欢笑的家园梦想，

越来越清晰，变得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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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5月蓝莓采摘季，山上满是大人孩子们的欢笑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今年12月

7 日，綦江档案馆将迎来建馆 60 周

年。迈过60春秋的档案馆，一直秉

承“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

的宗旨，励精图治、开拓创新，不断

提升管理质量，不断强化服务水平，

推动信息化、科学化融合发展，社会

效果显著。适逢建馆60周年之际，

为回顾历史，展望未来，重庆市綦江

区档案馆现面向社会开展“西信天

元”杯“我与档案”主题征文活动，欢

迎与我们一同分享您与档案的宝贵

记忆。

一、征文主题：

我与档案

二、征文内容：

与綦江档案馆、档案工作、档案

查询利用等有关的故事、回忆、感

想、期许、调研、建议等。

三、征文对象：

全区各界人士。

四、征文要求：

1. 文章内容积极健康，文笔流

畅，富有真情实感。

2.文章体裁、形式不限，通讯、特

写、记叙、散文、诗歌、调研报告、论

文等均可，题目自拟，不超过 5000

字。

3.所有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发

现抄袭、剽窃等行为的，取消参赛资

格。涉及侵权责任的，由其本人承

担。主办单位拥有作品的推荐权、

发布权和出版权，作者拥有著作署

名权。

4.本次有奖征文活动从即日起

至2019年12月20日。

5.稿件可邮寄重庆市綦江区档

案馆（地址：重庆市綦江区文龙街道

九龙大道23号，邮编：401420），或发

电子邮件至 583337470@qq.com，也

可亲送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综合科

（广电大楼三楼）。所有征文稿件请

标注“'西信天元'杯征文”字样，并在文

尾注明“”作者姓名、联系电话、工作

单位或家庭住址。作品无论是否采

用，概不退稿，请作者注意自我留存。

6.咨询电话023—48663385。

五、奖项设置：

征文设一等奖 1 名，奖金 1000

元；二等奖3名，奖金500元；三等奖

10 名，奖金 300 元，另颁发获奖证

书。稿件在《綦江日报》择优发表，

获奖名单将在《綦江日报》上公布。

本次活动由重庆西信天元数据

资讯有限公司协助，最终解释权归

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所有。

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建馆60周年主题征文启事

11月28日，赶水镇岔滩村，枫香树和马尾松相互交织的一片森林，呈现出迷人色彩，宛

若一幅色彩绚丽的油画佳作，胜过许多森林公园。近年来，赶水镇十分重视生态文明建

设，通过植树造林、停耕还林、四旁植树等多种措施，让全镇森林面积大增、生态环境更好。

通讯员 胡光银 摄

青山着迷彩
乡村若公园

本报讯（通讯员 罗小东）近

日，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在兄弟单

位配合下，经过长达半年的缜密侦

查，将一个长期出没綦江城区的摩

托车飙车团伙查获。14 名涉案嫌

疑人全部到案，其中刑事拘留4人，

暂扣涉案摩托12辆，案件正在进一

步深挖细查中。

今年以来，区公安局 110 接警

中心接到多起报警：在城区康德城、

世纪花城、九龙大道、滨河大道、万

达广场、营盘山广场等路段，深夜时

分常会有摩托飙车党成群结队出

没。为了比拼速度和炫技，这些摩

托车在行驶过程中发出刺耳的轰鸣

声，严重影响了市民正常休息。同

时，飙车摩托还经常无端变线穿插，

并排占道竞速，严重干扰正常行车

秩序，危害公共安全。正常行驶的

车辆只能小心避让，司机们苦不堪

言，对此，区公安局高度重视，积极

响应市民反映的警情热点、难点、痛

点，迅速成立专案组开展调查。但

由于多数飙车都发生在夜间，目击

证人较少，飙车摩托行驶速度极快，

嫌疑人都戴着密闭头盔，给调查取

证带来很大难度，案件一时陷入僵

局。专案组再一次梳理案情，集思

广益，创新技战法，通过长达半年的

艰苦工作，终于掌握了飙车党的确

凿证据，最终成功抓获嫌疑人，顺利

侦破案件。

警方提醒：广大摩托车爱好者，

请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和社会公

德，不得故意制造噪音扰民，一旦在

道路上飙车竞速，将涉嫌危险驾驶

罪受到法律制裁。

綦城“飙车党”被一锅端

【案情简介】

2018年6月13日15时22分，綦

江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

法人员李东、董思维巡查发现，重庆

市某运输集团綦江有限公司在通惠

大道 43 号城市绿地内设置户外广

告。

【调查与处理】

经调查，某运输集团綦江有限

公司在绿化带内设置的户外广告未

经城市管理部门同意，未办理相关审

批手续，擅自违规设置。该公司的行

为违反了《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条

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2019年9月

10日，綦江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依据《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条

例》第三十五条第（七）项的规定：对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责令

限期迁出或拆除，并可处以一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某运输集团綦江有限

公司处以罚款3000元。

【法律分析】

根据《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条

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禁止在公共绿

地和城市道路绿化范围内以及在影

响城市园林绿化景观的地带设置户

外广告。本案中，某运输集团綦江有

限公司未经审批擅自在公共绿地内

设置了户外广告。该公司称不知道

在城市绿地内设置相关的户外广告

需办理审批手续，并积极主动改正和

恢复了绿地。根据裁量基准，综合考

虑其从轻，从重情形予以裁量处理。

依据《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第

三十七条第（七）项规定对其予以从

轻处罚。

綦江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供稿

勿在绿化带内私设广告牌

拓宽销售渠道 解决资金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