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9日晚，重庆“硬核”特色农产品加工产品——綦江饭遭殃邀请“硬核”网络主播李佳琦在线

直播卖货，吸引全国410余万名网友在线观看，收获点赞数超百万。开播仅3分钟，“糍粑鲜青辣椒

酱+原生鲜红椒酱”组合便卖出了4万余单，销售额超80万元。截至3月20日早上9点，销售量超5

万单，销售额达100万元。 记者 赵竹萱 摄

“硬核”直播卖货
饭遭殃3分钟卖出4万余单

春分时节农事忙
不误农时忙播种

本报记者 赵竹萱 江于同

便民服务便民服务
重庆市綦江职业技术学校遗失重庆市民办学校收费专用收据2张，收据

号：000146201、000146202，声明作废。
重庆运之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綦江支

行 城 北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账 号 ：3100253509000004075 核 准 号 ：
J6530045717801，声明作废。

我区召开电视电话会

安排部署今年森林防火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琦 赵跃）3月

19日，我区召开2020年森林草原防灭

火暨林业工作电视电话会，传达学习

全国、全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暨林业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并安排部署

2020年工作。

会议指出，森林防火工作事关人

民生命财产和自然生态环境安全，各

街镇、部门要增强做好各项工作的紧

迫感和责任感，强化忧患意识和底线

思维，突出预防为主，严格落实行政首

长负责制，部门防灭火监管责任和经

营单位防灭火主体责任；要加强宣传，

多渠道、多形式宣传森林法、防火条

例，森林防灭火知识，营造全民防范火

灾的氛围；要强化预测预警和先期处

置，加强值班值守、火情调度，做好应

急准备工作，加紧完善应急预案体系，

健全分级响应机制，持续强化基础建

设，扎实有效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受疫情影响，各街镇部门今年春

季造林的时间延后一个月。会议要

求，要进一步提高认识，认清形势，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科学调度、

科学组织，追赶工期，抢抓季节造林；

要提高苗木质量，大力发展生态扶贫

产业，培育壮大林业产业，深入推进林

业扶贫；要进一步规范业主管理，明确

产业导向，加强对农户退耕还林意义、

实施办法的宣传，统筹考虑农户利益，

调动农户积极性；要做好项目成效管

理，巩固造林成果，实现全区林业增

绿、增效、增值。

副区长蒲德洪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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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柳吟 石汉谋）

3月19日，我区举行签约仪式，区大数

据发展局、綦南供电公司、重庆农商行

綦江支行、重庆银行綦江支行、区税务

局共同签署《大数据服务民营中小微

企业融资合作备忘录》。

据悉，此次签约旨在充分发挥大

数据在支持实体经济中的作用，促进

建立数据共享互认机制。在确保数据

安全的情况下，推动税务、电力等企业

生产经营相关数据向金融机构聚集，

有助金融机构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

况，以便快速高效向中小微企业提供

融资服务。

据了解，去年区大数据发展局和

建设银行綦江支行、区税务局、綦南供

电公司通过联合签约利用大数据互认

共享的机制，已为我区1133户小微企

业累计提供无抵押贷款4.16亿元。今

年受疫情冲击、部分中小微企业经营

面临困境，区大数据发展局又联合重

庆银行綦江支行、重庆农商行綦江支

行、区税务局、綦南供电公司再次共同

签约，旨在争取为更多的中小微企业

无抵押贷款提供保障，助力中小微企

业发展。

多部门联合签署备忘录
大数据服务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

本报讯（记者 廖静 包俊 实

习生 张梦寒）“重庆疫情防控很给

力，我果断从江西赶过来参加今天的

招投标，没想到采用的是网上直播看

标的招投标方式，身临其境，公平公

正。”3月19日，在区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举行的招标会现场，江西省荣阳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重庆片区负责人郭翠

兰竖起了大拇指。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场招标会在

室外分别设置了投标报名区和场外开

标区，投标人须先扫描注册“渝康码”

并登记，再经过体温测定符合防控有

关要求后方予报名。报名结束后投标

人按照相隔一米的距离在标识线区域

就坐等待开标结果。

“我们把看标地点改到室外广场，

通过采用网上直播看标，实现了开标

工作由‘人对人’到‘屏对屏’，保证了

重点项目和民生工程的如期推进。”区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翁昌学表

示，为了确保交易公开透明公正，该中

心邀请区移动公司设置了视屏会议系

统，代理机构、监督单位、投标专家和

项目业主的一举一动都在视频范围。

投标人在手机上下载一个APP，就可

以在手机移动终端屏上看到室内开标

的现场画面，从而进行监督。

据悉，在严格防控的基础上，区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从2月28日起就采用

网上直播看标的方式，全力保障公共

资源交易“不断档”。截至目前，已完

成 29 个重点项目和民生工程的招标

采购，交易金额高达8亿元。

从“人对人”到“屏对屏”

全力保障公共资源交易“不断档”

本报讯（通讯员 段贵华）疫情防

控期间，区行政服务中心市场监管窗

口采取有力措施，全面推行企业登记

“全程网办”。自2月以来，该窗口累

计受理办结注册登记业务 264 件，其

中，新办企业136件，变更128件。

据了解，区行政服务中心市场监

管窗口是整体入驻区行政服务中心的

单位，负责全区企业注册登记业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该

窗口以“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为依

托，全面推行企业登记“全程网办”，实

行企业设立、变更登记及备案等业务

“零见面”，力争做到“网上办、零见面、

办成事”。

同时，充分利用网上公告等多种

方式，公布了《全程电子化操作规范》、

网上办理流程方式、窗口咨询电话等

信息，引导企业群众加入綦江注册登

记QQ群，开通咨询电话，合理调配工

作人员为企业开展在线指导服务，24

小时为市场主体在线指导、解答疑惑，

确保从咨询到受理、从网上到现场，登

记注册业务的每个环节都不缺不漏、

畅通无阻。

此外，不断完善企业复工复产诉

求响应机制，推出一系列特事特办服

务举措，畅通“绿色通道”，对需要复工

复产的企业，做到有求必应，实行

“一对一”单独接待，快捷办理，为企业

复工复产护航。

全面推行企业登记“全程网办”
2月以来已办结注册登记业务264件

33 月月 2020 日是日是
二十四节气中的二十四节气中的
春分春分。。俗话说俗话说：：

““一日之计在于一日之计在于
晨晨，，一年之计在一年之计在
于春于春。。””春分后春分后，，
春管春管、、春耕春耕、、春种春种
即将进入繁忙阶即将进入繁忙阶
段段。。连日来连日来，，我我
区各地的农民朋区各地的农民朋
友也趁着晴好天友也趁着晴好天
气气，，抢抓农时加抢抓农时加
紧春耕生产紧春耕生产。。

横山镇新寨村，村民们在水田里平苗床搭农膜。今年新寨村集体

流转了600亩撂荒地重新整合利用，进行农业规模性经营，预计可收入

30万元。

记者 谢天骄 摄

“我们的糯玉米是高山玉米，

又甜又软糯，好吃得很哦。”3月19

日一早，石壕镇万隆村花坝糯玉

米种植大户王福群便和丈夫一起

用泥团机开始育苗。今年，夫妻

俩盘算着要种80亩糯玉米，预计

产量能达到35吨，收益能有近10

万元。

近年来，我区充分利用高山

优势大力发展高山糯玉米产业，

借助高山糯玉米天然的反季节生

长性，错峰上市，竞争市场。而石

壕镇的花坝糯玉米更因青山绿甸

无污染、营养丰富口感佳而远近

闻名。早在2008年，石壕镇糯玉

米种植地就被认定为无公害蔬菜

生产地，花坝糯玉米还通过了农

业部绿色食品认证。

“今年村里又扩展了500亩，

全村糯玉米种植面积达到了2500

亩。”万隆村村主任柏志高说，糯

玉米产业是该镇的重点扶贫产

业，也是当地村民增收的重要产

业之一，去年玉米收成不错，所以

今年村民种植的积极性更高了。

“万隆村有好几户贫困户都

有向大户发展的劲头，最多的一

户今年要种植20亩。”据石壕镇宣

传统战委员令狐克军介绍，镇财

政按照每亩50元的价格对种植糯

玉米30亩以上的大户给予种子补

贴，并为全镇所有有意愿种植糯

玉米的贫困户免费提供种子，鼓

励大家发展糯玉米产业。同时，

发展订单农业，与重庆市正浩农

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300

亩的收购协议，让农民种植玉米

没有后顾之忧。

令狐克军说，目前，全镇糯玉

米种植面积达到了3000亩，其中，

集中示范片500亩。在区农业农

村委的技术指导下，全镇糯玉米

种植将采用梯度性分期播种的方

式进行，以确保玉米的品质和口

感；针对500亩集中示范片，还将

采用可降解地膜覆盖，以达到环

保、减少人力成本、保障品质、提

高产量等多重优效。

“这棵无花果树能结多少

果实？”“预计能结 6、7 斤。”

“嗯，那我就要这棵。”日前，在

东溪镇福林村幸氏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果园里，负责人幸元福

正忙着为顾客罗宗文办理认养

手续。

果树认养即“订制认养”，

采取整树预售方式，每年对每

棵树一个认养周期的产量进行

估产、估价，再由认养人支付费

用，待成熟采摘后超出估产产

量的免费赠送给认养者，不足

估产保底产量的则由果园的备

用果树补足。

“认养农业把过去的‘产—

供—销’流程变成了‘销—供—

产’，大大降低了农产品滞销的

风险。”幸元福介绍说，果园还

建立了实时监控和网络平台，

向消费者传送 VR 实景展示、

在线直播、一对一管家式服务

等，满足城镇居民对农村旅游

观光和农事体验的消费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在果树的

萌芽、结果等关键成长期，果园

会通过微信公众号定期发布果

树生长信息。认养人也可以通

过监控或者连线工作人员了解

果树成长情况。“这种方式对我

来说很新颖，果树的生长过程

我能够全程知晓，产出的水果

既新鲜，又绿色，吃起来也很放

心。”罗宗文对自己认养的果树

充满了期待。

幸元福表示，认养农业在

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了一

种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利益

联结机制，不仅能实现土地对

餐桌的直接对接，还开启了互

联网+农业新业态，对加快农商

文旅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据介绍，幸氏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还将积极探索运用互联

网技术，开设网上农场，市民可

以根据自身需求进行种植或者

养殖。

【红军山上育苗忙】 【认养农业开启农业新业态】

桃花三月，三江街道水口村村民筑田屯水，伺机栽秧。

通讯员 蒋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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