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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现场认购 1000
箱杏虎水蜜桃
前天下午，
烈日炎炎，司徒镇
杏虎村来了一批“客人”，他们是
镇江市茅山老区开发促进会、扶
贫开发协会组织的志愿团队和爱
心人士。活动中，他们一共认购
了杏虎水蜜桃 1000 箱。

“老满葡萄”何以俏销四方？

记者

萧也平 摄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郡玉
记者 须俊） 这几天，在练湖老
满无公害葡萄园内，每天前来采
摘购买葡萄的市民络绎不绝。
据知情者说，老满葡萄从不愁销
路，每亩收益高达一万多元。那
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老满葡萄
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呢？
老满葡萄园的种植户梁恩
满是浙江台州人，到如今，梁恩
满 在 丹 阳 已 经 种 植 13 年 葡 萄
了。目前 30 多亩的葡萄全部采
取大棚种植，有夏黑、红提、玫瑰
香、醉金香、奶油葡萄等 5、6 个
品种。尝过老满葡萄的市民都
说老满的葡萄与别人家的不一
样，老满葡萄口味甜，品质也是
上佳的，
因此有些市民常推荐朋
友去葡萄园采摘。
说起老满葡萄为何会如此

受欢迎，梁恩满十分自信，他告
诉记者：
“ 我种植葡萄没有什么
特别的奥秘，但我会严格控制葡
萄的产量，亩产量并非是越高越
好的。其他种植户竭尽全力追
求高产量，最后收获的产量可达
到 3000~5000 斤，但我的产量只
有 2000 斤左右。”面对记者的疑
惑，老满解释说，严格控制产量
后的葡萄个形大、口味好，自然
采摘价格会有所提高，刚上市的
葡萄采摘价每斤大概在 10 元左
右，现在的采摘价在每斤 6 元左
右。
老满葡萄受欢迎不仅是他
严格控制产量的关系，还因为老
满在葡萄生长过程中从不使用
化学肥料，而是采用菜饼及其他
有机肥，其种植方式符合无污
染、绿色的种植标准。
为了方便更多市民吃到老
满葡萄，
老满在前几年推出了市
民采摘的模式，
相当受欢迎。同
时老满种植了有早中晚熟的各
种品种，可以从 6 月份卖到 10 月
份，历时 5 个月的时间，满足了
市民的采摘需求。每到双休日，
葡萄园的市民人数就非常多。
不仅如此，批发商也慕名而来，
主动到葡萄园订购。

特 色 农业

江分行团委书记位壮告诉记者，
在此次志愿者行动中，该行订购
了 351 箱“杏虎村”牌水蜜桃。下
一步，还将动员亲朋好友购买杏
虎村这一土特产，帮助桃农分担
忧愁，
让他们丰产又丰收。

每天约有 5 万斤新鲜水
蜜桃采摘
“目前正值我们水蜜桃采摘、
销售的旺季，合作社社员每天约
有 5 万斤水蜜桃需采摘上市，一
个星期就有近 40 万斤。”杏虎村
果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许德胜
说，由于这段时间水蜜桃大量集
中上市，要一下解决这么多桃子
的销售，对合作社来说带来了较
大压力。但压力也是动力，合作
社将多措并举，尽全力帮助社员
化解卖难问题。
据许德胜介绍，在今年的水
蜜桃销售上，除了镇江及我市老
区开发促进会、扶贫开发协会支
持帮助联系销售一部分外，他们
还准备引进无锡、常州等地批发
商前来订购。此外，市民进村前
来采摘也是助力水蜜桃销售的一
个方面。
“ 近年来，随着杏虎村牌
水蜜桃在镇江及周边城市美誉度
的不断提高，每到水蜜桃采摘季
节，要吃新鲜桃子、上杏虎村采摘
已渐成气候。
”
“因为天气适宜，
梅雨期短且
降雨少，
有利于水蜜桃生长，
今年
杏虎村水蜜桃喜获丰收，总产量
预计可达 40 多万公斤。”许德胜

图为志愿者在认购杏虎村水蜜桃
说，
“ 但由于水蜜桃保鲜时间短，
上市时间又较为集中，目前合作
社社员有大量的桃子待销，
急需快
速打开销售渠道，
所以这次活动的
开展，
对我们广大合作社社员来说
非常及时也十分有效果。
”桃农周
建平种植了 13 亩水蜜桃，为加快
供应，昨天他特意请了亲戚来帮
助，他希望今后能有更多有关果
品类的产销对接活动进村来。

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
中助力桃农销售
活动现场，一群身穿文化衫
的大学生志愿者特别惹人注意。
他们是自发来参加社会实践的江
苏大学的大学生。潘睿是江苏大
学法学院的大二学生，
老家就在司
徒镇。她说，
他们是学校
“三下乡”

记者

萧也平 摄

暑期社会实践“乐农服务队”
的大
学生，
通过微店、
公众号、
淘宝等网
销途径，
近期一直在尝试帮助当地
农民推销产品，
“今天我们在线上
又销了16箱。
”
镇江市“社会儿女”公益服务
社也来了 16 名志愿者，一位正在
帮助合作社桃农装箱的志愿者说，
杏虎村牌水蜜桃的品质和口味已
得到不少消费者的一致好评和认
可，他是第一次来杏虎村采摘桃
子，看到桃农们种植的辛劳，
他觉
得有责任帮他们一把。
“今后，
我们
社会儿女公益服务社的成员要通
过各种方式，
帮助老区的桃农推介
销售，
让茅山老区的优质农产品走
出老区、
走向全国。
”

三 农 关注

机插秧重在提高搁田质量
本报讯 （记者 须俊 通讯
员 玉兰）当前，水稻已进入分蘖
盛期，市粮作站提醒广大农户充
分掌握田间情况，抓好以搁田为
中心的田间管理工作，切实搭建
好水稻丰产架子。
据粮作站技术人员介绍，
机

提供金融支持

插秧分蘖势强，要密切关注田间
生长情况，当田间总茎蘖数达到
预期适宜穗数 80%时即可自然断
水落干搁田，待田间出现小裂缝
时再上水，
再自然落干，
一般要进
行 3~4 次轻搁，达到土壤沉实硬
板，
站人留脚印（不陷脚），
叶色褪

本报讯（记者 嘉瑛 通讯员
吴松芳）日前，
丹阳建行与丹阳眼
镜行业开展银企对接活动，为我
市眼镜行业小微企业缓解资金压
力、促进眼镜行业发展提供最直
接的金融支持。副市长刘钢，市
金融办、
市人行负责人，
以及建行
江苏省、镇江市分行相关负责人
出席了活动。
作为我市特色产业和支柱产
业之一，丹阳眼镜产业发展一直
保持稳中有升态势，而其中坚力
量即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也快速
增长。据了解，
近年来，
丹阳眼镜
行业在国际竞争加剧、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的较严峻形势下，仍然
呈现稳中有升的良好态势。2017
年，丹阳眼镜行业累计完成销售
140亿元，
生产镜架已超过1亿副，
占全国市场的三分之一，生产镜
片已超过 4 亿副，
分别占全国、
世
界份额的75%和45%。目前，
中国
丹阳国际眼镜城已入户商家1500
余家，
线下线上交易空前活跃；
新
入户的120户电商，
去年营业总额
已超过1亿元。可以说，
小微企业
已逐渐成为丹阳眼镜行业的中坚
力量。而与此同时，我市眼镜行
业的很多小微企业客观上还是存
在着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
针对这一实际状况，丹阳建
行将创造性地运用多种金融方
式，提供额度高、速度快、利率优
惠的融资服务。据丹阳建行行长
潘一呜介绍，早在 2007 年 10 月，
建行镇江分行就被选定为建行总
行与淡马锡合作的试点机构，成
立了全国建行首家小企业中心，
构建了小企业信贷服务专业专注
的“镇江模式”，并作为建行总行
的成功经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上半年我市公积金贷款
累计发放 2.18 亿元
金融 信息

丹阳建行人士为眼镜行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讲解经济形势
和金融服务方式。
记者 嘉瑛 通讯员 吴松芳 摄
了推广和复制。今年5月，
建行总
行正式将普惠金融上升为全行战
略，全面加大了对小微企业的支
持力度，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力度。多年来，建行丹阳支行一
直以践行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为己任，秉承“专业、科学、高
效、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
为小微企业提供贴心、高效的金
融服务。
据丹阳建行小企业服务中心
负责人孟进介绍说，此次对接活
动是丹阳建行与丹阳眼镜行业全
面金融合作的开始。今后，丹阳
建行将为该行业众多小微企业提
供从融资、
结算、
投资、
国际贸易、
理财等多方面、全方位的金融服
务。
尤其是针对小微企业随着经
济回暖快速增长的融资需求，丹
阳建行区别于传统信贷服务方
式，
综合运用小微快贷、
信用快贷
和抵押快贷等多种金融服务手
段，
服务我市眼镜行业。其中，
其
拳头产品小微快贷，大数据整合

金融支持，
去年2月上线以来已经
为252家小微企业提供授信支持，
授信总额达 2.69 亿元；信用快贷
最高额度200万元，
无需抵押和保
证，
每万元一天的利息才 2 元；
抵
押快贷只需有优质房产作为抵
押，
最高可融资 1000 万元，
最长 3
年，每万元一天的利息才 1.6 元。
这三种服务方式的融资放款天数
都仅需3~5天，
而且可以通过手机
银行随时申请贷款、
进行还款，
十
分便捷。
活动中，
副市长刘钢希望，
今
后丹阳建行一如既往地在授信额
度、
贷款规模和审批权限上，
对丹
阳企业尤其是眼镜行业给予更多
的倾斜和支持；各眼镜企业应诚
实守信、加快创新、开拓市场，以
良好的信誉和强大的实力赢得更
多的金融支持。他同时表示，市
委、市政府必将更加重视和支持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银
企更紧密、
更广泛的交流合作，
共
同建立起互信、
共赢、
稳定的新型
政银企合作关系。

淡显黄的标准，
实现沉实土壤，
促
进根系下扎，
提高根系活力，
抑制
基部节间伸长和控制无效分蘖的
目的。切忌一次性重搁田造成有
效分蘖死亡，导致最终成穗数不
足。搁田时要开好丰产沟，提高
搁田质量，
以利后期灌排。

“芸乐收”增产提质引起大户关注
本 报 讯（见 习 记 者 魏 郡
玉） 一种叫“芸乐收”的新型药
剂引起我市种田大户的关注，并
开始在今年的水稻生产中进行
试验示范。上周六，绿业元农业
公司在丹举行了“芸乐收技术交
流会”，一批在小麦生产中开展
芸乐收实验的大户共同交流使
用该产品的成效及心得。
交流会上，绿业元相关负责
人和皇塘农业技术专家介绍了
芸乐收在全国各地进行广泛推
广所取得的显著成效，以及芸乐
收在农作物上增产提质的突出
效果。皇塘农业公司经理、
“芸
乐收”丹阳总代理孙国祥告诉记
者，去年芸乐收在我市小麦生产
中试验了近 5 万亩田，在每个镇
（区）都有大户试验运用。今年
水稻预计推广 15 万亩，以帮助
更多农户实现增产提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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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聚焦

通讯员 匡云梅
一来到杏虎村果品合作社，
志愿者们有的走进果园采摘水蜜
桃，有的在销售中心的库房内帮
助农民装箱发货，还纷纷解囊现
场 认 购 ，帮 助 该 村 销 售 水 蜜 桃
1000 箱（5 斤/箱）。其中，中国银
行镇江分行“公益中行”平台就认
购了 300 多箱。
杏虎村地处茅山老区。近年
来，在省、镇江以及我市三级茅山
老区开发促进会、扶贫开发协会
的关心和支持下，由著名农业专
家、镇江农科所原所长赵亚夫技
术指导，该村利用丘陵岗坡地积
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引进了水
蜜桃种植这一高效农业项目。如
今，杏虎村水蜜桃面积已经发展
到 2000 亩，其中挂果的有 1500 余
亩。
“ 杏虎村”牌水蜜桃在镇江及
周边城市已具有相当知名度，并
通过了国家绿色食品认证。
镇江市老促会副会长徐伟珍
介绍，志愿者团队包括市政协机
关党委、市政协第十活动小组、市
文广集团新闻频道部党支部、中
行镇江分行“公益中行”平台、市
“社会儿女”公益服务社等。今
年，已经是连续第 8 次组织志愿
者到该村买桃了，
“市老促会还帮
助杏虎村与电商平台对接销售，
‘原味生活’
‘ 茅山人家’
‘ 公益中
行’等已加入其中，并且联系索
普、恒顺等大企业助农销桃。
”
“得知杏虎村水蜜桃成熟了，
我们都想为老区献份爱心，同时
也可以走进桃园体验采摘农事，
又能帮助农户销售。
”中国银行镇

对接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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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建行全方位服务我市眼镜行业

——“走进杏虎村，
爱心献老区”志愿者行动见闻
盛夏时节，又到了水蜜桃上
市的旺季。作为我市特色果品专
业村之一，司徒镇杏虎村种植的
水蜜桃今年又喜获丰收。随着水
蜜桃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和品质
的不断上升，水蜜桃的产量也不
断攀升，今年总产量预计在 40 多
万公斤。而水蜜桃同一个品种从
上市到结束只有一周左右时间，
如何在短期内把集中上市的水蜜
桃销售出去，成了合作社和桃农
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7 月 10 日，由镇江市老区开
发促进会、扶贫开发协会组织的
“走进杏虎村，
爱心献老区”
志愿者
行动在杏虎村举行。本次志愿者
行动旨在帮助桃农化解水蜜桃丰
收后带来的甜蜜烦恼，
呼吁社会各
界发挥各自优势，为桃农吆喝，
帮
老区解忧，
在帮助农民销售中大显
身手，
让老区优质果品拓展更广阔
的市场。
“在前期销售了 10 余万斤
部分早熟水蜜桃后，
从现在开始就
进入了杏虎村大面积采摘上市的
季节。”
杏虎村果品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许德胜说，
这也预示着地产水
蜜桃的销售已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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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桃农吆喝 帮老区解忧
本报记者 须俊

Economics Weekly

每年会做大量的试验示范及观
摩测产，从上半年小麦应用效果
来看，30 多块对比示范田，普遍
增产幅度高达 22%左右。其中，
陵口镇戎金书使用芸乐收的小
麦与常规用药的小麦对比，增产
幅度高达 25%。
芸乐收作为一种植物生长
调节剂，通过实验表明，芸乐收
能够提高作物的抗药性，增强作
物的免疫力，庄稼可以不得病、
少得病，从而能够减少农药的用
量，为农产品的品质提升或安全
消费都加了一道保护锁。芸乐
收能够促根壮苗，增强作物抗逆
能力，防早衰、改善品质，从而大
幅度增产增收。芸乐收不仅能
够用于小麦、水稻这类农作物，
也能用于水果、蔬菜类的经济作
物，适用范围广泛。种田大户王
振春的妻子说道：
“ 打了芸乐收

后，糯稻长得非常好，我家的稻
子拿出来都是可以做样品的，稻
子的出米率也高，100 斤至少要
比别人多 2 斤。
”
据了解，多年来，绿业元公
司一直遵循“精选、精制、精品”
的理念，致力于对农作物增产增
收产品的研发，其突出的增产提
质效果也得到了政府部门领导、
农业专家的关注和肯定。

扫一扫，关注丹阳日
报有机农场

炎炎夏日，连日来，丹阳农
行工作人员上街慰问顶着烈日
坚守岗位的交巡警，并为他们送
去矿泉水、毛巾等慰问品。
（记者 嘉瑛 通讯员 华元
成 摄）

丹阳财经维权投诉热线：

13861349763

本报讯 （记者 嘉瑛 通讯
员 杨敏） 今年以来，我市住房
公积金贷款继续保持良好运行
态势，而且由于贴息政策的重
启，较好地缓解了公积金贷款的
资金压力，目前申请贷款的市民
轮候时间已大大缩短了。
记者从市住房公积金委贷
科了解到，今年 1~6 月份，市住
房公积金中心共放贷 741 户，金
额为 2.18 亿元。截至 6 月底，我
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已累计发放
26369 户，总金额达 47.12 亿元。
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我
市共有 432 名职工申请商业贷
款住房公积金贴息，贴息申请金
额为 1.3 亿元，发放贴息金额为
161.94 万元。此举较好地缓解

了我市原本十分紧张的住房公
积金贷款资金，
也让市民获得公
积金贷款的轮候时间从去年的
4 个月左右缩短到目前的 1~2 个
月。
由于去年市公积金中心通
过银行授信 2.5 亿元解决了大部
分积压贷款，再加上今年我市开
盘的房地产楼盘减少，今年上半
年，我市住房公积金直接放贷加
贴息贷款总共有 1173 户，贷款
金额达到了 3.48 亿元，与去年同
期相比下降了 15.94%。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预计，随
着我市下半年到明年开盘楼盘
的逐渐增多，住房公积金贷款申
请金额可能也会相应增长，
公积
金中心将积极采取多种措施予
以应对，
尽可能满足市民们的贷
款需求。

诺亚财富打造被投企业生态圈
“歌畅家”
CEO 俱乐部 2018 年度首次峰会
7 月 6 日，诺亚财富旗下歌
斐资产“歌畅家”CEO 俱乐部
2018 首次峰会在上海启动。此
次活动汇聚了来自金融、
TMT、消费、文化、软件等领
域的众多大咖，氪空间、幸福
西饼、连咖啡、博车网、龙珠
资本、华兴资本等 13 家诺亚被
投企业的掌舵人们欢聚一堂，
分享彼此的成功密码。
谈及“歌畅家”CEO 俱乐
部的缘起，率先亮相的诺亚财
富战略金融投资部的投资者关
系高级董事张雪梅表示，有一
次她提出，诺亚和歌斐是否可
以搭建一个平台，把被投企业
家们聚集在一起，借助诺亚平
台资源与被投企业之间相互赋
能，通过资源协同创造更多价
值，打造被投企业生态圈，与
创业者 CEO 们定期聚会沟通，
建立长期深度的联接。
2018 年全球的格局面临着
诸多不确定性。诺亚控股创始
人、董事局主席兼 CEO 汪静波
认为，最大的风险是源于没有
想清楚方向。诺亚一路走来，
虽然也经历过一些波折，但大
方向始终把握得很好，公司基
本没有负债，秉持着资产隔
离、不做飞单、不设资金池、
不进行刚兑的原则，一次又一
次活过了周期。
展望未来 30 年，汪静波认
为世界会重新洗牌。而未来公
司的生存可能取决于 5 个方
面：对市场环境的洞察力，能
否对趋势进行准确判断和选
择；专注构建自身的核心竞争
力，在市场广度和市场深度方
面做出权衡；更加具有开放和
分享的精神；快乐一阵子不如

坚守一辈子，具备理想主义、
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配速，
找到自己企业的节奏，有底气。
在“创业者心声”主题分
享环节，来自连咖啡的创始人
王 江 给 自 己 2018 年 的 新 人 设
是：能把事搞大的人。他给出
的答案是给想法，给方法，帮
助别人把事儿搞大：做难且正
确的事，且从难的地方开始；
保持逆向思考；永远的产品经
理视角。
在行业分论坛环节，金融
分论坛探讨了新形势下的金融
监管与应对，TMT 消费分论坛
就如何利用新技术和新的消费
习惯来重构传统消费升级展开
了热烈探讨。值得欣慰的是，
歌斐投资的企业大多是逆周期
的，在目前经济周期中可能活
得更好，很多企业家都保有
12~24 个月甚至 36 个月的现金
流，当竞争对手熬不下去、陆
续退场时，这些企业的市场占
有率或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在“诺亚资源对接”环节
中，诺亚控股联合创始人、歌
斐资产创始合伙人、CEO 殷哲
表示，对于诺亚而言，资产管
理板块是一个很重要的模块，
整个诺亚可以看成是从销售端
切入、围绕高净值客户提供服
务、逐渐向上游走的过程。在
这一过程中，诺亚建立了两个
重要的能力--自主投资能力和
自主渠道，就像微笑曲线的两
头，决定了客户对诺亚的依赖
度。用八个字来概括歌斐就是
组合有道、稳见未来。歌斐希
望成为最理解高净值客户需求
的基金管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