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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庞晓栋

每当柚子成熟上市的季节，金
黄色的柚子就被渐次采摘，“宝贝”
似的囤入地下室中，恒温保存，等
待着销往各地。

眼前在柚子园里忙活的人，叫
卢丹霞，2011年海外留学归来后，曾
在一家区级单位工作。几年前，她辞
职回村，从公婆手中接过了柚子园
的重棒，联合一群志同道合且各有
所长的小伙伴，开启一颗柚子的重
生之旅，领着村民们一起致富。

改良·创牌

三门县健跳镇有个永丰村，村
子临近三门湾，是盐碱地改造建
成，发展种植业存在“先天性缺
陷”。

永丰村是卢丹霞的婆家所在
地，上世纪 80年代，除了养殖青蟹，
村民们还以种植橘树为生。“橘子
喜酸性土壤，因此，当时村里种出
来的橘子又苦又酸，销售情况一度
低迷。”卢丹霞告诉记者。

1986年，永丰村引进常山胡柚
苗，嫁接到原先的橘子树上。出乎
意外，碱性土壤种出来的柚子表皮
金黄，果子很大，果肉没有籽，而且
很甜，口感上佳。

种是种出名堂了，可当地市场
本就小，加上永丰村 200 多户村民
以老人小孩居家为主，柚子成熟

后，村民们就在路边摆摊，或是等
待摊贩上门收购，销路单一。

“几年前，还在恋爱的时候，我
跟着先生去了趟老家，回椒江时顺
便带了几箱柚子。”卢丹霞回忆，其
中一些送给了朋友，而朋友们吃过
之后反馈都不错，于是开始了在朋
友圈还有网上进行小范围销售。

然而，靠朋友，一来三门的柚
子没有基础，渠道不够成熟；二来
门路窄，无法大步往外走。

2018 年，在朋友的鼓励下，卢
丹霞思索再三，做出一个大胆的决
定：由自己牵头，通过“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合作模式，创立“三十
柚三”黄金柚品牌。

“如此一来，柚子的货源、销路
和策划都有了专人负责。”

村民不再“单打独斗”，柚子脱
下“麻袋”换上“新衣”。一年下来，
整体势头良好。第二年 10月，三门
三拾柚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
继续助力三门黄金柚振兴发展。

眼前·长远

何为“三十柚三”？
卢丹霞告诉记者，因为 2018年

创立品牌时，他们夫妻二人、创业
团队成员与这一片柚子林一样，都
是 33岁，谐音取意。同时，心怀三生
万物的美好念想，希冀柚子可以越
长越多，越长越好。

她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

的。如今，永丰村经过合并后成为
双港村，柚子林从原先的 1200亩扩
大到了 3000亩，每户村民光靠种植
柚子年收入就有3万元。

咬定青山不放松。鲜果销售红
火后，卢丹霞便开始着手发展二产
深加工。

这一试，竟拓宽了销路。皮相
差的柚子通过古法熬制，做成柚子
膏；体积小的柚子切成片，加工成
柚子片，用于泡茶，别具清香，受到
大众喜爱。

“三十柚三”的名气初显，也吸
引了不少人来此采摘。

基于此，卢丹霞及其团队推出
了各种活动：柚子皮绘画、做柚子
茶、举办柚子趣味运动会……

为不断打响三门柚子的品牌

影响力，卢丹霞计划打造柚子文化
产业园，以种植为基础，向“高附加
值农产品—商务物流—农业观光
休闲”延伸，集农业规模种植、科普
教育、休闲娱乐、餐饮住宿、农产品
加工和储藏物流等多功能于一体。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
美池桑竹之属”，是诗人陶渊明憧
憬的乡村生活。柚子主题旅店、柚
子邮局、柚子银行……是卢丹霞对
已拥有此番景象的双港村的美好
设想。

“将我们村打造成为柚子村
后，即使没有种植柚子的村民，也
能通过别的途径来提高收入。”卢
丹霞说，未来，希望人们提到三门
时，想到的不仅是青蟹，还会是黄
金柚、柚子村。

三门柚子的重生之旅
乡村振兴进行时

图为卢丹霞。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陈赛娇

日前，2021 年 2 月最新 LPR 报
价出炉。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1
年期 LPR为 3.85%，5年期以上 LPR
为 4.65%。

LPR 连续 11 个月保持不变，但
是与其相关的房贷利率在大部分
城市却保持着上浮的趋势。据融
360 大 数 据 研 究 院 的 数 据 显 示 ，
2021 年 2 月份，房贷利率上浮趋势
延续，41个重点城市首套房贷利率
平均为 5.26%，二套房贷利率平均
为 5.56%，环比均上涨。

那 么 ，我 市 房 贷 利 率 情 况 如
何呢？

存量房贷利率已有下降

“上个月有收到银行的提示短
信，显示贷款利率于今年 1月 1日调
整，1月份的房贷少了几十元。”市民
小徐告诉记者。

根据央行此前公告，存量浮动
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于 2020年 8
月 31日前完成，购房者可选择固定
利率，或是与LPR挂钩。

若购房者此前办理的商业性个
人住房贷款，原合同约定的房贷利
率为基准利率上浮 10%（4.9%*1.1=
5.39%）。转换为LPR之后，计算方法
变为“LPR+基点数”。

2021年 1月 1日为重新定价日，
按照重新定价规则，执行利率调整
为 2020 年 12 月发布的 5 年期以上
LPR（4.65%）+基点数，则该购房者
现在执行的房贷利率为 5.2%左右，
对比原房贷利率已有下降。

在业内人士看来，虽然部分购
房者房贷有减少，但月供调整幅度

并不大。至于未来LPR利率的走向，
预计短期内，政策利率调整的概率
不大，LPR也将大概率维持稳定。

利率企稳额度回升

从 1 月下旬开始，房贷市场新
一轮收紧调控从一线城市迅速蔓
延开来。

台州部分银行在春节前也出现
了房贷额度吃紧的现象，1月底，有
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额度吃
紧，放贷时间趋缓，要等排期，不能
确定具体时间。

那么，春节过后台州房贷市场是
否有变化？多家银行信贷人士表示，2
月房贷平均利率与1月相比较，变化
不大。2月房贷利率主流依然在5.2%
左右（LPR+55个基点），二套房房贷
利率基本在5.4%（LPR+75个基点）。

不过，不同房企、不同的项目对
接不同的银行，房贷利率会产生细
微的差别。

至于放款周期，记者咨询多家
银行了解到，最快 1至 2周放款。公
积金组合贷则较慢，需要 1至 2个月
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贷款人的资质
会影响放款时间，资质优的放款会
快些。其中，个人征信是非常重要的
因素。

LPR连续11个月按兵不动

节后台州房贷利率
额度回暖

本报通讯员赵碧莹

“涂装车间到岗 93%”“装配一
车 间 到 岗 88% ”“ 仓 库 人 员 到 岗
96%”……大年初六，浙江美机缝纫
机有限公司的车间里已是一片忙碌
景象，90%的工人都已站上了工作
岗位。

“今年我们订单已经排到了 5
月份，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 30%。”
美机缝纫机相关负责人说，公司往
年正常情况下都是在初十开工的，
今年比往年提早了 4 天，而且员工
第一天到岗率也创了新高。“因为我
们今年有近 400 名员工都留在了温
岭过年。”

美机装一车间主任李职城是留
温过年的员工之一。“我们在春节放

假前就已经开始加班加点了，奋战
到了腊月二十九。”他说，因为生产
任务较重，美机今年春节放假时间
由往年的半个月缩短至1周。

温岭市明华齿轮有限公司的员
工们假期甚至比美机缝纫机的员工
还短，正月初四就开始加班加点。

“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 6月份，员
工 95%以上都已经到岗，尤其是新
厂房里，580名员工只有 8名还没到
岗。”温岭市明华齿轮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颜怀荣说，“我们企业大部分
员工都留在了温岭，为了感谢他们，
我们从腊月二十六开始到正月初
八，每小时补助给他们25元。”

去年到今年，明华齿轮的车间
里都在满负荷生产。“一方面是因
为在传统农机领域，碰上小农机换

大农机的好时候，给我们带来了一
波市场；另一方面则是我们从 2008
年就开始布局的用于基建挖机的
产品，到 2016 年就已经在国际市场
全面铺开，有些零部件的市场占有
率在国内都是数一数二的。”颜怀
荣说。

去年明华齿轮订单增长了25%，
到去年年底甚至“欠”了上亿元的订
单都来不及生产、发货。“也因为这
样，今年才会提早开工。预计今年订
单量也能有两位数的增长。”

说起订单，利欧在新的一年里
同样迎来了开门红。“去年 2月份我
们只接到了 10万台左右的订单，今
年 2 月份却有 50 多万台订单，比往
常翻了一番。利欧集团相关负责人
张旖说，如今利欧车间里 26条流水

线都已经满负荷生产。
“事实上，我们从去年三四月份

就已经开始满负荷生产，到了春节放
假前夕，我们动员职能部门，临时组
建了一支‘生产队’，支援车间一线，
就是为了完成年底的订单。”她说。

为了赶订单，利欧在初四就开
始进入了加班状态，2500多人的“大
家庭”现在已经到岗了 2300 多人。

“可是还远远不够，今年我们还需要
更多工人加入，缺口估计有四五百
人。”张旖说。

笔者在走访企业时发现，因为
订单太红火，今年温岭大多企业开
工都比往年来得更早，员工的假期
也因此缩短了不少。据初步统计，到
正月初八，温岭已有上百家企业投
入生产。

有的订单排到6月份，有的员工到岗90%以上

温岭企业“开门”一片红

2月19日，玉环市漩门湾观光农业园家
庭农场，游客正在采摘无土栽培小番茄。

近年来，玉环市以“绿色、高新、高端”
为轴线，推广环保立体种植、立柱型种植、
管道栽培等多种模式无土蔬菜栽培，种植
有机西瓜、甜瓜、小黄瓜、小番茄等蔬菜，以
达到种植效益的最大化，推进农旅融合休
闲观光采摘游，助力菜农提升经济效益。

本报通讯员段俊利摄

本报讯（通讯员胡骁杰 李怡
宁文/摄）随着气温上升，天台县三
州乡的茶树冒出了嫩叶，村民们纷
纷开始了今年的春茶生产。

为了保障今年第一杯春茶的
生产，该乡“红色娘子军”在上班第
一天就开展“助农谋发展”志愿服
务活动，帮助茶农给茶树施肥、去
除病叶。

“因为前段时间降水偏少，今
年的茶叶产量比往年明显下降。茶
叶生产是我乡的支柱产业之一，关
系到老百姓一年的收入，更是重中
之重，我们要想办法帮助村民解决
春茶生产中遇到的问题。”乡党委
书记王启俏说。

三州乡宣统办通过与在外乡贤
积极联系，邀请浙江大学茶学联合
会秘书长徐立新做现场指导。他说：

“三州乡特有的地理环境，土壤中富
含火山灰，使得微量元素更多，所以
茶叶中独特而馥郁的香气、淳爽的
口感、可以让人回味悠长。”

据悉，三州乡的高山云雾茶，
在各大赛事中屡获金奖，深受各地
茶商喜爱，被广泛售往浙江、上海、

江苏、北京等地。目前全乡茶园面
积 15800 余 亩 ，已 认 证 有 机 茶 园
1000余亩，建有 11家茶叶集中加工
厂，茶叶专业合作社 15 家，链接农
户 2506户，人均茶园面积居全县第
一，炒茶机数量占全县 70%以上，
茶叶产量占全县 20.8%，销售量占
25%以上。

近几年，三州乡通过举办“茶
文化节”，扩大茶产业的影响力；通
过电子商务等新型流通业态，开展
线上直播售茶，大力实施茶叶“走
出去”战略，打响三州金茶叶品牌，
让三州的茶香飘的更远。

三州：助力春茶生产

本报记者沈海珠

近日，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海药业”）收到美
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

“美国 FDA”）的通知，公司向美国
FDA申报的丙酸氯倍他索外用溶液
的新药简略申请（ANDA，即美国仿
制药申请）已获得批准。记者了解

到，该申请获得美国 FDA 审评批准
后，意味着华海药业可以生产并在
美国市场销售该产品。

据了解，丙酸氯倍他索外用溶
液主要用于以治疗某些皮肤状况引
起的瘙痒、发红和肿胀等，最早由
Galderma公司研发。目前美国境内，
丙酸氯倍他索外用溶液的主要生产
厂商有 Sandoz、Perrigo 等，而在国内

未查到有该剂型的产品上市销售。
据 IMS 数据库相关数据显示，2020
年该药品在美国市场销售额约 3700
万美元。

“截至目前，我们在丙酸氯倍
他索外用溶液项目上已投入研发
费用约 520 万元人民币。本次丙酸
氯倍他索外用溶液获得美国 FDA
批准文号，标志着公司具备了在美

国市场销售该产品的资格。”华海
药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丙酸氯
倍他索外用溶液作为公司第一款
皮肤液体类产品，该产品 ANDA 文
号的获得不仅丰富了华海药业美
国仿制药产品的多元化，还扩大了
产品的市场销售，提升了公司产品
的市场竞争力，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有积极影响。

华海药业首款皮肤液体类制剂
获美国FDA批准文号

玉环：无土栽培蔬菜效益高

2月21日，路桥区路南街道长浦村农贸市场，群众在选购种子。当天是长
浦集市日，周边群众纷纷前来选购小青菜、玉米、黄豆、丝瓜、西红柿等瓜果、
蔬菜种子，为春耕生产做好准备。

本报通讯员林宝聪摄

“红色娘子军”帮助茶农给茶
树施肥、去除病叶。

备耕购种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