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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郑易）今年以来，赤水市商
务局采取展会促销、直播带货、发展电商新业态、
地摊经济等，拉动消费增长，降低疫情带来的负
面影响，让市场回暖。

上半年，赤水市商务局指导支持各商家抓住
春节、五一等节日商机，开展“年货集”“五一聚划
算”等促销活动，活动期间拉动消费 1200余万
元。5月，组织 4家汽车销售企业开展车展活动，
鼓励1家电动车销售商家在人流量大的乡镇举行
电动车和摩托车促销，有效拉动农村消费市场。
赤水市电商公共服务中心、新合作电商公司、好
生活智慧超市，分别在“有村”“拼多多——丹青
赤水特产馆”“好生活智慧管家”等线上平台开展
了“赤水市年货节”钜惠促销系列活动。在线上
线下活动的带动下，赤水市年货节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各平台累计上线产品共 123款，累计销量
1285单，帮助企业和农户拓宽了销售渠道，进一
步巩固了脱贫成果。

进入夏季后，赤水市商务局便组织企业在抖
音、西瓜视频等平台开展直播带货活动，销售蜂
蜜、石斛、乌骨鸡、绿壳鸡蛋、腊肉、春笋等农特产
品。并采取“电商+公司+合作社+农户”经营模
式，帮助本地农特产品入驻一码贵州、拼多多、国
铁商城、832扶贫电商等平台，扩大特色农产品销
售规模。同时，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模式，开
展房产交易会、茶博会、星空音乐节等特色展会，
以房展、车展和特色农产品展为销售热点，拓展
会展服务渠道，提升服务业创新发展能力和整体
发展水平。据统计，1-6月通过展销展会销售额
超8亿元。

为了发展地摊经济，赤水市商务局重点培育
了仁和广场精品夜市，目前仁和广场宽约1.5米、
长约3米的摊位97个。据介绍，另一茵特拉根小
商品市场正在培育中。此外，为满足市民多元消
费需求，在河滨路 58家茶摊的基础上，新增 28户茶摊，以此解决部分
困难家庭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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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赤水河穿城而过，两岸植被郁郁
葱葱，青瓦木房被美景环绕，这就是千年
古镇土城给人们的印象。七月热情似
火，土城这片红色热土迎接着络绎不绝
的游客，四渡赤水纪念馆、青杆坡红军战
斗遗址、古镇老街……人流如织。在习
水土城打造红色旅游与建设美丽乡村的
融合发展中，工行遵义分行积极发挥金
融服务优势，结合土城古镇发展特点需
求，开拓思路，创新实践，为乡村振兴“土
城样本”注入金融动能，书写了一片繁盛
景象。

习水县土城镇，地处川黔渝金三角的
中心腹地，是川黔渝交通的重要连接点。
2006年，被列为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2012年，被评为影响世界的中国文化旅游
古镇。

土城红色旅游资源富集，具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但在 2013年以前，由于基础条
件薄弱，土城旅游发展曾受到严重制约。
为了帮助打造和优化当地旅游业态，2014
年，工行遵义分行主动对接，为土城景区
发放 3.76亿元贷款用于基础设施改造，
改善了景区公路和旅游步道，修建了旅
游公厕、游客服务中心，恢复和维修了革
命遗址，改建和修缮了纪念设施。在工
行遵义分行的大力支持下，土城加快推
动创新建设的步伐，双方携手聚焦古镇
建设，同向发力，共同探索金融支持古镇
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实现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从此，土城古镇旧貌换新颜获
得新生机。

为了助力土城古镇获评国家AAAA级
景区，工行遵义分行于 2017年发放 5亿元
贷款，支持新建创意园、水上乐园、客栈，改
造古镇水电管网，改善夜景灯光；为了帮助
土城古镇丰富景区经营业态，2020年工行
再次审批 3亿元贷款，重点打造土城古镇

“四渡赤水”实景体验、青杠坡战斗遗址广
场、女红军纪念馆等，新建美食文化广场、
博物馆、4D体验项目等。到 2021年 4月，
为了不断完善城市旅游服务功能，工行
遵义分行已为“贵州习水土城红色文化
旅游产业提升改造项目”提供 1.2亿元信
贷资金支持，惠及 4.77万人，直接服务贫
困人口 7600人（含已脱贫仍享受政策），
直接服务贫困人口占项目惠及总人口的
15.93%。

为了助力土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工行遵义分行依托客群资源，借助新媒体

渠道宣传古镇美景美食，以便捷支付业务
和金融科技赋能古镇文化传播和旅游消费
产业，针对土城镇经济特色，推出“黔旅 e
贷”等普惠集群化创新融资方案，并提供
三资（资产、资金、资源）管理平台，帮助提
升村级资金管理水平，规范资金运作，得
到了政府和居民的认可。在金融活水的
浇灌下，土城古镇火了，老百姓富了，日子
也好过了。

钟梦璐是该镇老街桥头餐馆的老板，
自从土城开发旅游后，餐馆生意一直很火
爆。“人多的时候桌子都摆到桥边去了，忙
都忙不过来。”钟梦璐说，以前交通不便，
到土城游玩的人不多，加上周边环境脏乱
差，他们家开茶馆的生意并不好。后来政
府搞旅游，交通方便了，环境变美了，自家
就转为开餐馆，现在一年下来有30多万元
的收入。

土生土长的土城人罗崇云，年少时跟
着父亲学习做苕丝糖，成年后以此为生。
自土城大力发展旅游后，苕丝糖这一特色
农产品逐渐畅销，罗崇云家的苕丝糖也供
不应求。随着游客增多、产量的需求逐步
扩大，罗崇云不但有了自己的加工厂，还在
街上开起了酒店。提到年收入有100多万
元时，罗崇云笑得合不拢嘴。

如今的土城，四渡赤水纪念馆、女红军
纪念馆等 17个红色纪念陈列场馆星罗棋
布，与修复的历史古建筑、石板街浑然一
体、完美融合。有现代商业气息的精品客
栈、文化博览体验区、水上乐园、赤水河酱
酒产业展示带，让游客留连忘返。这样一
座集红色教育、休闲度假、会议会务为一体
的综合性红色文化旅游体验景区，已成为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来
到土城古镇重温长征岁月、缅怀革命先
烈、感受千年古镇风貌的游客络绎不绝。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土城接待游客逾
100万人次。随着景区人气增长，来自全
国各地寻访这座历史古镇、红色古镇的游
客逐年增加，百姓也真真切切享受到了红
利，土城古镇也由原来的贫困镇转变为习
水县经济总量前三的乡镇，成为全县脱贫
致富的典范。

下一步，工行遵义分行将继续加大对
红色旅游景区的信贷支持，打造一批示
范性景区，为当地百姓收入持续提高、生
活条件不断改善奠定好基础，助力增收致
富，阔步迈入小康社会。

（记者 郑易）

土城古镇旧貌换新颜

工行遵义分行金融助力旅游产业化

本报讯 （记者 郑易）近年
来，桐梓县聚焦主体建设，做强平台
支撑，强化机制创新，狠抓农村电商
建设，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农村
电商发展之路，让农产品走出大山。

该县建立宽领域、多梯次的电
商人才培训机制，免费开办电商运
营培训班，重点对困难群众、返乡民
工、待业青年等，采取“电商理论+实
际操作+直播技巧+组织现场观摩”
的培训方式，持续培育壮大农村电
子商务人才队伍。同时以线上网店

为抓手，以新媒体运用为突破，积极
孵化电商企业，夯实电商基础。截
至目前，已开展培训 95批次 1.2万
人次，孵化企业 10家，培养乡村网
红 10名，其中 1人被共青团中央授
予公益主播的称号。

同时，以阿里巴巴、京东、拼多
多、一码贵州等大型第三方平台和
资源为引领，通过资源整合，建立电
商扶贫专区，组建“专区+企业+合
作社+农户”发展模式，积极对接涉
农企业和个人，签订合作协议，强

化利益联结机制，将特色优质农产
品“触网”销售，拓宽贫困户农特产
品销售渠道，解决农产品卖难、卖
贱问题。据统计，已建立电商扶贫
专区 4 个，扶贫产品销售金额达
4000多万元，带动 1600多户贫困户
增收近600万元。

此外，桐梓县大力推进线上线
下融合发展，通过多维度发展产业、
多元化生产产品、多渠道营销推广，
帮助贵州老高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和贵州鑫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利

用大数据思维和管理模式，一手抓
生产端，保障市场供给需求、产品
品质；一手抓销售端，保障能生产、
能销售，持续长久发展。截至目
前，已在上海、浙江、广东、重庆等
地区整合资源，建立共同营销中
心，服务各区域经销需求。老高山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带动桐梓县官
仓镇、高桥镇、风水镇、茅石镇种植
青菜 5000亩，带动 820户农户；在
茅石镇带动全镇 314户贫困户参与
青菜种植。

桐梓县农村电商让农产品走出大山

本报讯 （记者 郑易）近日，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我市有38家
新增限上商贸企业，获得省级补助。

省发改委等 5部门于今年 6月
印发了《关于深入实施贵州省市场
主体培育“四转”工程的若干政策

措施》，其中，对新增上限入库的限
上批零住餐企业，按照每户 10万元
的标准给予企业一次性奖励。这
一系列政策措施将持续实施到
2023年底。

在日前省发改委下达贵州省

2021年第一批服务业创新发展十大
工程重点项目投资计划中，对 2020
年四季度新入库的投资项目、建
筑业企业、批零住餐企业和服务
业企业进行一次性补助。按照该
计划，我市 10个县区市共 38家新

增限上商贸企业获得补助，共计
获得补助资金 335万元。其中，批
发业企业 6家、零售业企业 11家、
住宿业企业 11 家、餐饮业企业 10
家，我市新增限上商贸企业数在全
省排名第二位。

我市38家新增限上商贸企业获得省级补助

本报讯 （记者 张婷）连日来，绥阳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加
快设备安装调试，项目的总体进度已经完成了98%左右，计划本月底建
成投产。

绥阳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位于蒲场镇高坊子村，由绥阳海创
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出资建设，占地面积 76亩，服务范围为全县 15
个乡（镇、街道），项目配置1台每日燃烧400吨的焚烧炉、1台余热锅炉
及1台9000千瓦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项目投入运营后，可将绥阳县
内生活垃圾变废为宝转变为人们生产、生活所需要的电力资源，最终满
足当地用电增长需求，有效改善垃圾堆放填埋造成二次污染的问题，产
生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据了解，绥阳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以处理
生活垃圾约 15万吨，每年总发电约 5500万度电，每年总产值大约在
4000万元，产生税收800万元。

绥阳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即将建成投产

近年来，务川自治县精准把握市场，不断
优化产业布局，采取“股份经济合作社+蔬菜+
食用菌+轮种”的模式，扎实抓好茬口衔接，提
高土地利用率，不断丰富城乡居民“菜篮子”，
拓展菜农增收渠道，持续推进产业经营标准
化、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绿色化发展。图
为今年该县柏村镇通木村豇豆喜获丰收，村民
们正忙着采摘。

（吴浩宇 刘川丽 李楠 摄影报道）

豇豆喜获丰收

土城古镇街道（记者 吴凡 摄）游客在土城旅游（记者 吴凡 摄）

土城镇一角（王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