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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豆荚”
“辣椒”
“南瓜”图案在碧绿大地上绽放
□彝家火塘腊肉、会理软籽石榴、通江县剪纸…都来了

天府农博园 有颜又有料
快来打卡
市民这样
参与免费逛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
解到，此次丰收节市民可以免费
逛展。
如何参加？
现在进入园区必
须通过
“农博园一码游”
小程序进
行预约，该小程序是进入园区唯
一通道。今日 14 点 30 分开始，市
民即可凭二维码进入园区。
请微信搜索关注“天府农业
博览园”公众号，点击“一码游”，
跳转登录小程序。进入“农博园
一码游”小程序页面，在“首页”
点击“游览预约”。接下来，按照
导引步骤即可预约。

天府农博园稻田画
你有多久没有看到成
片的稻田？9月22日，位于
成都市新津区的天府农博
园，旱优737的稻叶还是
绿油油的，颗颗饱满的稻
穗却已经变得金黄，大片
大片的稻田绵延成稻浪，
一眼看不到尽头。
在这片稻浪之后，就
是天府农博园核心区——
天府农博岛主展馆，五个
展馆排开，整体呈现“稻浪
翻涌”的建筑形态。在展馆
里，五个“稻浪展馆”多维
度多角度展现“丰收满仓”
的景象。
今日，这里作为主会
场迎来2022年中国农民
丰收节的开幕。

星期五

聚焦农业“黑科技”蔬菜移栽机、巡检机器人…
从空中俯瞰，
巨型的
“玉米”
“豆
荚”
“辣椒”
“南瓜”
图案绽放在碧绿的
大地上。
这些都是用五彩的作物在
3000亩稻田中
“画”
出来的丰收图景
长卷，
而最上方
“庆丰收 迎盛会”
六
个字尤为醒目。
画卷顶端，
便是天府
农博园核心区的五大主题展馆。
据了解，主展馆占地 202 亩，
建筑面积13.2万平方米，
其中，
1号
馆为会议中心，
2、
3 号馆为农博展
馆，
4 号馆为中华农耕文明馆，
5号
馆为文创孵化和总部办公区域。
在 3 号展馆“大国粮仓”科技
馆中，约 4800 平方米的展出面积
分为
“序厅、
端牢中国饭碗、
拎稳菜
篮子、守好质量安全底线、推进农
业绿色发展、
插上信息化的翅膀、
卖好卖优农产品、
结语”
八大部分。
进门处，就是 2022 年四川省

“稻香杯”
丰收奖的好米展出，
“宜
优 1611”等 5 个水稻品种获得“四
川省
‘稻米杯’
优质米”
特等奖，
“川
康优 6308”等 10 个水稻品种获得
“四川省
‘稻米杯’
优质米”
一等奖，
“川优 8213”
等 10 个水稻品种获得
“四川省
‘稻米杯’
优质米”
优质奖。
据了解，2021 年成都全市粮
食播种面积572.8万亩、
产量230.6
万吨，较上年扩面 4.3 万亩、增产
2.7万吨，
连续3年稳步提升。
在科技馆里，
展出了不少“黑
科技”：农业无人飞机，作业效率
实现大田喷洒每小时 320 亩，
果树
作业每小时 60 亩；
蔬菜移栽机，
可
以在大田、大棚、膜上移栽油菜、
辣椒、西红柿、甘蓝等农产品作
物；
果园巡检机器人，
卫星差分定
位，
无人自主导航。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实习生 张芷旖 摄影记者 陶轲

80 多家参展商齐聚 食品饰品绣品全都有

阿赫秀枝正在刺绣

麦秆烙画手艺人介绍如何用麦
秆排列展示皮肤肌理

而在旁边 2 号展馆内，来自川内
的 80 多家参展商已经为此次丰收节
做好准备。彝家火塘腊肉、会理软籽石
榴、状如柚子的冬瓜、通江县剪纸……
各种商品琳琅满目。
22 日下午，阿赫秀枝正在刺绣，
一针一线，手法娴熟。阿赫秀枝已经绣
了 30 年，这一次中国农民丰收节，作
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小凉
山彝族刺绣的传承人，她带上 50 余件
刺绣品来参展。从桌旗到手提包，从童
帽到抽纸袋……
另一边，袁隆平院士蹲在丰收稻
田里轻抚水稻的形象，被来自三台县
的手工艺人龙怡珍用麦秆烙画的形式
定格了下来。
“麦秆有丰收和富足的意
思，我用麦秆来画这幅画，是因为我们
的富足生活，离不开这位‘水稻之父’
的功劳，”龙怡珍介绍。除了购买成品

外，游客还可以现场体验制作麦秆烙
画，
加深对这种古老手艺的理解。
骑金鱼的胖娃娃、眉清目秀的仕
女、面目威严的门神……绵竹年画也
充分体现着川人对美好生活的描绘。
展位负责人李明生介绍道，作为中国
四大年画之一，绵竹年画讲究用木版
先印刷轮廓，再由画家填色，因为每一
个人的调色都不同，所以每一幅年画
都是独一无二的。
为了这次丰收节，北川禹珍实业
有限公司市场拓展部部长钱多多专门
带来了黑猪腊肉、麻辣香肠、茶树菇、
北川毛峰等多品类商品，
“这次来参加
丰收节感觉不错，我们也想利用这个
机会，让更多人了解北川，认识北川。
也通过参展，带动更多的北川当地居
民富裕。”钱多多说，市民还可以通过
线上购买到更多商品。

畅销四川二十年 川水龙头庆丰收
——华神科技蓝光矿泉再上新台阶

蓝光矿泉作为成都本
土饮用水领军品牌，20余
年与成都共成长。蓝光矿泉
一直坚守初心，
秉承客户第
一的理念，
致力于为消费者
提供高品质健康饮用水，
引
领川水行业不断向前发展。
蓝光矿泉二十年，
引领
川水不断向前
2003年，
蓝光品牌在
行业内率先开放“透明水
厂”，
邀请消费者、
媒体到工
厂参观，
接受来自各界的监
督，让用户明白消费、放心
饮水。
2004 年 ，蓝 光 在 四
川饮用水行业率先通过
QS 认 证，引 领 川 水 进 入
QS时代。
2009年，
蓝光牌系列
产品被评为“四川省名牌产
品”，
品牌声望享誉全川。
2011年，蓝光矿泉与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达成
合作，蓝光矿泉连续12年
荣膺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
组委会指定饮用水。
2018 年 ，蓝 光 矿 泉
“在线透明水厂”正式上线，
累计超过百万人次的消费
者，
通过蓝光矿泉官微在线
云参观“透明水厂”，全面
了解蓝光矿泉的生产工艺
流程，
真正做到让消费者放
心消费、
健康饮水。
20余年来，蓝光矿泉
坚持选用优质水源，
持续打
造质量体系，
不断提升产品
品质，
依靠卓越的品质和优
质的服务，
蓝光矿泉深受用
户信赖，市场销量持续领
先。成都地区近70%的大
专院校选择蓝光矿泉旗下
产品作为师生日常饮水，
蓝
光矿泉还为众多企事业单
位提供日常饮水服务，
累计
服务家庭客户超100万人。

华神科技入主
蓝光矿泉步入发展新起点

水性甘洌清澈，茶性借水而发，所
泡茶汤味淳甘鲜。青城山泉泡茶水，同
样也适合冲奶、冲咖啡等，可以激发出
冲泡物原本的滋味。

2022 年，上市企业华神科技（股票
代码：000790）入主蓝光矿泉，蓝光矿
并购远泓矿泉
泉步入发展新起点。华神科技蓝光矿
泉将以“创新”驱动，致力成为中国一
进军轻奢高端矿泉水市场
流、西南领先的健康饮品企业。
拥抱新商业，构筑家庭饮水新模
根据西南证券发布的研报，过去
式。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现代生活
五年，我国中高端天然水和天然矿泉
节奏加快，传统饮用水商业模式已不
水整体处于高增长阶段，复合增速分
能满足用户需求。华神科技蓝光矿泉， 别为 29.1%和 19.0%，远高于瓶装水行
准确把握消费需求变化趋势，积极拥
业整体增速水平。这意味着，高端瓶装
抱 新 商 业 ，构 筑 家 庭 饮 水 新 商 业 模
水的市场潜力愈发明显。
式。结合自有微商城及美团、饿了么、
华神科技蓝光矿泉于 2022 年 6 月
天猫等第三方电商平台的矩阵搭建， 并购远泓矿泉，进军轻奢高端矿泉水
通过大流量曝光加精准覆盖的模式， 市场，利用远泓矿泉世间罕有的高偏
加强用户与品牌的交互体验，将产品
硅酸矿泉水源，推出轻奢级高偏硅酸
融入生活点滴和家庭场景中，直连终
矿泉水碧瑞 59 系列。
端用户，
拉近品牌与用户的距离。
碧瑞 59 源自青藏高原冰川群，取
同时深入社区，大力拓展终端网
自北纬 30 度邛崃山脉深岩层，经过大
点，将水站“搬”到家门口。提升服务质
自然孕育深层，含有多种矿物质。水中
量和送水入户效率，线上订水、线下服 “黄金”偏硅酸含量 59-91mg/L，达到
务融合发展，让传统行业嫁接上互联
国家标准 2-3 倍。
网模式，实现对家庭饮水消费场景的
2022 年 8 月，碧瑞 59 系列正式入
重新定义。
选新华社客户端乡村振兴频道《了不
起的国货》栏目。
泡茶水新品
《了不起的国货》是新华社客户端
乡村振兴频道响应品牌强国战略、加
聚焦场景打开细分赛道
快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发展数字化
2022 年 6 月，华神科技蓝光矿泉
文化消费新场景而策划的一档专题栏
推出青城山泉泡茶水新品，契合中国
目，旨在服务于国货品牌与消费者的
人的饮茶文化，聚焦泡茶场景用水，打
沟通交流，助推国货品牌提高影响力
开饮用水细分赛道。作为一款专用泡
和认知度，助力培育新型文化企业和
茶 水 ，青 城 山 泉 泡 茶 水 电 导 率
推动中国品牌发展。
“ 碧瑞 59”系列高
10-100μS/cm，符合中国茶叶学会包
偏硅酸矿泉水以其优质水源、高品质
装饮用天然泡茶水标准，适合多类茶
定位等特性入选，与“推广品质国货”
叶冲泡。
的栏目宗旨高度契合。

责编 吴钦 美编 黄敏 刘静 校对 田仲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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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高温抗疫情
蓝光矿泉销量持续增长
2022 年以来，四川遭遇多轮疫情
反复，8 月持续高温、电力紧张，华神科
技蓝光矿泉一方面加强疫情防控，厂
区内严格执行“非必须不出入”原则，
生产员工全员驻厂，严格执行闭环管
理，
保证持续安全生产。
另一方面，启动应急预案，在按要
求让电于民的同时，为了确保广大成
都市民的饮水需求，启用 4 台发电设
备，其中租赁 3 台、自有 1 台，全力保障
产能，全体员工加班加点、坚守岗位，
全面协同物流配送，全面拓展市场渠
道，利用系统化优势，保证市场供应，
确保为用户提供饮水服务。
高温电力紧张刚刚缓解，又遇疫
情反复。本轮疫情反复之初，华神科技
蓝光矿泉迅速做出反应，从 9 月 1 日开
始蓝光矿泉厂区内严格执行“非必须
不出入”原则，生产员工全员驻厂，严
格执行闭环管理。同时厂区、生产车间
每日消毒，并在保证安全生产的基础
上，利用信息化系统管理，为消费者提
供日常健康饮水。同时，在蓝光送水
站，每天也通过定时消杀，确保员工健
康上岗。在符合防控要求的情况下，安
全、及时将水送到。
同心抗疫见行动，
疫情面前显担当。
在安全生产、
全力保供的同时，
华神科技
蓝光矿泉为多个社区、
核酸检测点的一
线抗疫工作人员送去矿泉水物资，
希望
将爱心转化为战
“疫”
力量，
齐心战
“疫”
。
防疫保供两手抓，华神科技蓝光
矿泉实现了规模和利润同步增长，在
充满挑战的 2022 年，赢来了阶段性的
胜利，
取得了新的丰硕成果。
（周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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