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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中华名果”的巫山脆李，还有
20多天就将上市。

为了提高果农的收入，巫山县政府联
合顺丰发布了《脆李行业解决方案+》，计划
有针对性地解决巫山脆李在生产、销售环
节中的一些问题。

“我们乡没有种庄稼的田，都是果田！”
近日，巫山县曲尺乡政府党委副书记刘建
春站在一片李树下，骄傲地向记者介绍着
当地巫山脆李的种植情况。

据了解，曲尺乡种植巫山脆李2.2万
亩，占全县种植面积的1/10，这里家家户户
都栽种巫山脆李。为了让李子有个好长
势，每棵树上都挂着防虫板，施着有机肥，
到了晚上还有防虫灯伺候着，日子过得好
不滋润。

一位兼营着小卖部的果农大姐说，以

前在外务工，晓得种李子树挣钱后就回来
了，有点遗憾回来得晚，没早一批的果农挣
得多，“我姐姐家去年就靠卖果子收入了18
万元，她家的果田还没我家的大呢。”

为什么收入会不及姐姐家呢？这位大
姐说，从种树开始就有讲究，驱虫、疏果、修
枝、施肥，这都需要学习。然后就是等果子
成熟后的销售问题，通往曲尺乡的山路曲
折，果农多是等人开车来收李子，每斤按品
相、质量计费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可李子
这东西，和荔枝有点像，色香味每天都会
变，稍微一放就会影响收入。自己种得晚，
经验浅，所以收入打了折扣。

为了提高果农的收入，巫山县政府联合
顺丰于近日发布了《顺丰巫山脆李产销融通
暨行业解决方案+》，顺丰速运重庆有限公司
被授予“官方推荐巫山脆李快递物流合作伙

伴”“巫山脆李品牌形象推广大使”的称号。
顺丰中西大区总裁王锋介绍，今年已

经是顺丰与巫山脆李合作的第3年，光是去
年，通过顺丰发运的巫山脆李就多达10万
件。以前由于保鲜和运输效率等原因，巫
山脆李多销往四川、贵州、湖北等地，远一
点的可到达上海、广东，而且售价无法保
障。为了让果农的劳动成果卖得高、卖得
鲜、卖得远，今年，顺丰将在物流运力上提
供3架专机，每日提供180吨散航资源储
备，35条冷运干线，提供2900余个流向的
物流服务，实现118个城市今天寄次日到，
321个城市48小时到达。除此之外，顺丰
也提高了生鲜预冷设备的标准，并且投入
了更多的预冷设备，其中新增的预冷库，每
个可在2小时内完成4吨生鲜产品的预冷
任务，效率是传统冷库的4倍以上。这就

意味着巫山脆李在保证新鲜的同时，能够
卖到更多、更远的地方去。同时，果农也完
全不用担心销售问题，当地政府已经联系
合作单位、召集线上线下经销商参与到巫
山脆李的销售环节，改变果农过去被动等
人上门收的状况。

顺丰中西大区市场销售负责人谭靖华
介绍，巫山脆李自2016年成功注册为中国
地理标志商标以来，知名度不断提升，种植
的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2017年巫山脆李
种植面积达到20万亩，年产量8万吨，产值
达8亿元，预计今年产量将达到10万吨、实
现产值10亿元。顺丰将通过线上、线下的
多渠道推广与高效快递的完美结合，进一
步提高巫山脆李的知名度，从而实现企业
价值、社会效益、地方经济共赢共荣，共同
发展。 都市传媒记者 余珂静 任君

3架专机每天运送巫山脆李
今年预计产量10万吨，20多天后就可在家门口尝新

第九届中国国际军民两用技术博览会
将于本月21日—24日在重庆国际会议展
览中心举行。

记者昨天从军博会组委会获悉，重
庆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
风投公司）拟发起设立重庆市军民融合
创投基金，并在此次军博会上正式签
约。基金首期规模10亿元，目标规模将
达到50亿元。

“我们的数字‘虚拟钥匙’已经研发成
功，即将用于上市车辆。今后，有车一族下
载一个APP，就不用带车钥匙，一个手机便
能开着车走天下。”重庆集诚汽车电子有限
公司总经理陈伟介绍，集诚汽车成立于

1998年，由电科集团、长安汽车、重庆科风
投共同出资，当时公司的使命是将军用先
进技术应用到汽车工业中。目前，集诚公
司自主研发的“虚拟钥匙”已填补了国内的
技术空白。预计到2019年，国产车也将大
范围搭载这一技术。

跟集诚汽车一样，受到科风投公司注
资，从而插上腾飞翅膀的还有重庆九洲星
熠公司。2014年，九洲星熠公司与科风投
公司和大渡口区科创投合作，成功引进
1000万元战略投资。九州星熠公司副总
经理任德红介绍，正是有了科风投公司的
支持，公司从30多人的小团队发展到如今
的100多人。近3年，公司加大了科研开发
力度，科研投入逐年提高，仅2017年科研
开发投入就超过千万。随着投入的加大，

产品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公
司有望今年营业收入和工业产值突破亿元
大关。

据了解，科风投公司成立于1992年，
注册资本3.4亿元，由重庆科技金融集团有
限公司、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重庆高
科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是全国最
早成立的专业风险投资机构之一，已累计
投资100多个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其
中，军民融合一直是公司关注的重点投资
领域，近年来已先后投资长安新能源、集诚
电子、九洲星熠等10余家军民融合企业，
部分已成为行业的龙头。同时，科风投公
司还参股组建军民融合投资基金2支，规模
约5亿元。

在本届军博会上，科风投公司拟发起

设立重庆市军民融合创投基金。据了解，
该基金主要投资具有高成长性的军民融合
产业项目，聚焦集成电路、智能制造、位置
导航、生物医药等行业，以军工院所改制及
军民两用技术的双向转化为投资重点。基
金首期规模10亿元，目标规模50亿元。利
用风投基金等金融工具对军民融合企业或
项目进行战略投资和孵化培育，将有效解
决军民融合发展的资金需求问题，加速军
民融合创新主体的培育，特别是在电子信
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推动民
参军企业规模的扩大，从而带来新的经济
增长点。

都市传媒记者 唐中明 钱波

“下载一个APP就不用带车钥匙”
重庆成功研发虚拟钥匙填补国内技术空白

结合自然地理优势，近年来云阳县规
划将该县河岸线打造串联成西南最大环湖
绿道，全长33公里、占地面积约448公顷。
目前，长江航道沿岸第一个人造海沙沙滩
阳光沙滩、最大连片草坪公园月光草坪，均
已免费向公众开放，它们都是环湖绿道重
点景观之一。

昨日，记者从云阳县政府了解到，环湖
绿道又一重要节点——四方井公园，目前
进入最后一道景观打造阶段。

迷宫5000平方米
“环湖绿道所打造的每一处景观，都充满

着挑战和智慧。”云阳环湖绿道指挥部办公室
副主任唐成林介绍，目前正打造的四方井公
园，包括迷宫墙、中心活动区域、观景台、攀爬
墙等，其中迷宫景观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

四方井公园所在地原为县城老码头之
一，这里已结束了货运作业的历史。唐成
林透露说，迷宫景观作为该公园重要组成
部分，定义为以娱乐观光为主。迷宫逛起

来不难，出口设计有3处，这里将把数代人
的乡愁记忆搜集起来，还特别为儿童设立
了一处小型迷宫。“待33公里环湖绿道建
设完工后，四方井码头或将重新规划为旅
游码头。”唐成林说。

老物件进城
目前，四方井公园长约50米的迷宫景

观墙试验段已码砌完成，正式景观墙码砌
正在全面展开，雏形渐显。当下正值端午
佳节，在滨江路散步的市民发现，在建的迷
宫墙上，竟镶嵌着石磨、石缸、石墩、猪槽等
诸多老物件，这些被闲置在农村老家的老
古董竟然进了城，勾起人们儿时的记忆。

唐成林说，这些老物件是建设者们在
云阳各地搜集而来，数量已过千件。它们

不仅将运用在四方井公园，还将装扮或摆
置于环湖绿道多个景观之中。记者了解
到，迷宫景观于今年5月正式动工，为确
保工程进度，每天30名工人现场加班加
点工作，建设方采取晴天遮阳网、雨天挡
雨棚的方式，尽可能对该景观营造良好施
工环境。

计划9月完工
记者从云阳县政府获悉，该县环湖绿

道整个项目区域包括长江北岸黄岭桥至
双井寨、澎溪河西岸双井寨至黄石镇、盘
龙街道南滨路和人和街道库岸等地段的
河岸岸线。

该项目规划分为一道、六区、十二节
点，即182米以上拟建一条贯穿全境的绿
道（自行车道、漫步道、跑步道）串联自然体
验区、健康休闲区、双井风情区、生态活力
区、宜居水岸区、文化旅游区等6个魅力分
区和复兴花海、月光草坪、滨江花园、阳光
沙滩、飞凤梯不夜城、老虎洞游客服务中
心、太阳嘴观景平台、四方井公园、季节广
场、人和嘴公园、立新公园、三国文化主题
公园等12个重要节点。而迷宫景观计划
于今年9月完工，届时，长江航道沿岸又添
一处神秘风景线。

都市传媒记者 李琅 通讯员 王彬
彬 摄影报道

云阳神秘迷宫9月迎客
货运老码头变身公园带你追忆乡愁

距第九届军博会
开幕还有 天3
聚焦军博会

◀大量老物
件镶嵌在迷
宫墙上

7 9 4

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18161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6月17日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23 06 31 19 13 17
蓝色球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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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8069期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1806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0 0 4 3 0 8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816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4 7 3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816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4 7 3 7 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807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1 1 1 0 1 2 0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6月17日

既然是射箭家庭，自然不会只有神箭
侠侣两人：2003年结婚后，谢剑楠和吴秀
荣第一个爱情结晶在2008年诞生，是个女
儿，叫谢吴双；2010年两人第二个孩子出
生，同样是女孩，取名谢吴悠。

2014年谢剑楠和吴秀荣迷上射箭之
后，大女儿谢吴双自然接受了一整套的
射箭熏陶——谢剑楠在九滨路比赛的时
候，就抱着大女儿去领奖；2015 年大女
儿 7岁生日，谢剑楠更是送上了她的第

一把反曲弓。
从此之后，神箭侠侣的训练就多了一

个伙伴——7岁的大女儿。经过两年多的
训练，谢吴双今年5月在歌乐山上举行的
一场射箭比赛中，取得青少年反曲弓第7
名。

这个名次让谢吴双很兴奋，她开心地
向重庆晚报记者说：“我的第7名很不容易
呢，当时是男女生一起比，我赢了很多小哥
哥！”不过，谢剑楠偷偷爆料：“女儿其实最

开心的不是名次，而是第7名有100元奖
金，她觉得自己能挣钱了，所以特别开心。
现在训练也主动多了，今年期末考试后还
要去綦江区参加全市青少年射箭锦标赛。”

在大女儿取得一定成绩后，一直当看
客的小女儿谢吴悠也坐不住了，最近也开
始参与到射箭运动中。她小声地告诉重庆
晚报记者：“我也希望像姐姐一样，给爸爸
妈妈带来惊喜。”

看到两个女儿都参与到了射箭运动
中，谢剑楠露出得意的笑容：“现在完全不
用担心娃娃不好带了，直接带着全家一起
射箭、一起休息、一起吃饭，周末时间一会
儿就混过去了。”

“完全不用担心娃娃不好带了”4
（上接Ａ0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