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夏时节，阳光明媚，生机勃
勃。走进石柱，一座现代化的工业
园区已经在这里迅速崛起，10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短短几年时间发
生的嬗变，让人真切感受到了石柱
竭力实施“工业强县”的强劲脉搏。

放眼望去，一栋栋充满现代化
气息的高大厂房整齐排列，纵横交
错的柏油公路宽敞整洁，一片片花
草葱茏、随处可见的绿植让人倍感
舒适。

近年来，石柱县坚持资源共
享，按照生产加工、商务办公、生活
配套“三位一体”模式，进一步完善
工业园区发展规划，推动基础建设
提档升级，完善配套功能，全面提
高园区承载水平，夯实工业发展平
台，把石柱打造成为宜居宜业宜商
产业新城。

开工建设丰石高速公路石柱
西至南宾工业园 B、C 区快速通
道。加快建设B区标准厂房（二
期）9万平方米、加工贸易梯度转移
重点承接地（二期）基础设施07-8
号地块道路、C区周家咀河道挡墙
边坡绿化及环保整治工程等基础
设施和商业配套项目；进一步完善
园区供水、供电、供气、污水处理、
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确保企业生
产、生活所需；落实标准厂房、园区
道路、绿化等公共区域管理方案，
打造绿色、清洁园区，基础建设提

档升级。
同时，加快完善配套服务。

石柱规划安装县城至南宾工业园
B、C区路灯，进一步完善B、C区
公交车运行机制，加快推进B区
廉租房及还建房商业配套、工业
垃圾处理等工程建设，启动并完
成“金彰新时代”商业综合体规划
等前期工作，健全B、C区吃、住、
医、购、娱、行、教育、金融、邮政等
配套服务体系，进一步满足企业
生产和职工生活需求，加快园区

“产城融合”进程，力争将石柱打
造成为宜居宜业宜商产业新城。

今年，石柱还将启动智慧园区
建设，并率先在渝东南片区规划建
设智慧园区项目，以创新园区管
理、服务产业发展为主线，综合运
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横向打造
连通园区内各部门、各企业间的应
用服务平台，加快形成集运行监
测、用地管理、环境监测、安全监
管、融资服务、产能共享、协同创
新、协同物流、协同办公等功能于
一体的智慧园区管理和服务平台
体系，全面提升园区运行效率和公
共服务水平，推进园区向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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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康养 绿色崛起

石柱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特色生态工业高质量发展

四季鲜明风景如画，空气清新常
年蓝天白云，地处北纬30°的石柱拥
有良好的生态资源。县境内立体气
候明显，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50
天，空气中负氧离子浓度最高可达
75000个/立方厘米。全县森林覆盖
率达59.04%，林木覆盖率达71.3%，
被喻为“绿色宝库”和“森林氧吧”。

生态是石柱得天独厚的优势和
特色，如何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实现
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石柱提出，走“生态产业化、产业
生态化”之路，立足“大康养”经济发
展方向，构建起“3+2”（绿色康养产
品、医药及医疗服务、清洁能源三大
资源型产业和机械设备、电子信息两
大加工型产业）绿色工业产业体系，
通过精准实施招商引资，帮助企业转
型升级，加快产业集群发展，在保护
与发展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石柱中药材公司是石柱本地一
家中药材加工企业，最初以中药饮品
加工为主要经营项目。为进一步提
升本地企业竞争力，加快实现产业集
群化发展，石柱引入外地制药厂入
股，联合成立了重庆泰尔森制药有限
公司。

重庆泰尔森制药有限公司占地
面积40亩，拥有标准化的普通中药
饮片生产线、毒性中药饮片生产线、
精致饮片生产线、中药有效成分提取
及卫生制品等生产线，其厂房、设施
设备和检验能力在重庆市的中药饮
片生产企业中名列前茅。经过近年
来的发展已经成为集中药资源研究

开发，中药材种植、加工，植物有效成
分提取分离和纯化，生物制药于一体
的现代化综合性制药企业，成为重庆
市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重庆市
农产品加工100强企业，年产值上亿
元。重庆泰尔森制药有限公司的入
驻只是石柱立足“大康养”经济，通过
实施精准招商引资，帮助企业转型升
级，产业实现集群发展众多成效中的
一个。

“没有招商引资就没有发展支
撑，更谈不上转型升级、跨越赶超。”
石柱县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招商引资
犹如石柱经济工作的“衣领子”，招商
工作必须抓紧、抓牢，才能为石柱工
业发展打造“新动能”，积聚转型发展
的澎湃动力。

近年来，石柱主动融入“一带一
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充分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重点围绕黄连、莼菜、辣椒等农特产
品精深加工开展精准招商，“引进来”
与“走出去”相促进，积极开展常态化
招商，深化以商招商，借助平台招商
等招商模式，积极引导对口支援地区
重点企业到石柱实地考察。

截至今年一季度，全县新签约工
业项目3个，合同引资9.3亿元，分别
占全县签约项目和合同引资的75%、
63%。工业项目实际到位资金13亿
元，占全县实际到位资金的63%。3
个工业项目启动率达100%，其中智
能装备制造产业园一期、光学镜片生
产项目已顺利投产，招商引资实现

“开门红”。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
就是谋未来。通过大力实施创
新驱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
优化升级，石柱依赖传统要素驱
动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

面膜因其美白补水的功效，
成为广大爱美者不可缺少的美容
佳品。然而一款“美黑”的面膜却
反其道而行，并在上市之初便成
功打开了市场，一举拿下上千万
元订单。作为石柱依靠强大科技
研发实力实现大跨步发展的代表
企业，石柱潘婆婆莼菜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已尝到了创新驱动带来
的甜头。

石柱拥有全球最大莼菜生产
基地，在众多莼菜种植企业中，潘
婆婆莼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莼
菜种植规模是其中最大的一家，
也是全国最大的莼菜产品供应
商、莼菜种苗繁育机构。

得益于石柱创新驱动发展
的实施，在石柱县科委等部门
的大力推动下，“潘婆婆”积极
投入科技研发，引进全国首台
莼菜喷雾干燥系统，使得莼菜
深加工水平进一步提升，大大
提升了莼菜附加值。依托强大
的研发团队，目前，“潘婆婆”已
成功研发出包括食品、美容护
肤、保健养生等多种产品，申请
专利技术保护6项，初步选出优

良莼菜品种5个。
在石柱，通过创新驱动实现

新发展的企业还有很多。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有不

断增强创新驱动力，才能在高起
点上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
展。石柱深谙此理，以创建“市级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示范县”为引
领，多措并举推动石柱创新驱动
发展。

为加快企业创新发展，石柱
一方面大力开展智能制造企业家
讲座、智能制造推进大会、标杆企
业案例分享等活动，引导企业树
立科技创新“一把手工程”理念。
另一方面，石柱充分发挥市县产
业技术创新专项资金等财政资金
的杠杆作用，鼓励规模以上企业
建立研发准备金备案制度，引导
支持企业加大研发经费投入。今
年一季度，全县完成研发准备金
备案的工业企业达12家。

截至目前，石柱新增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4家、重庆市高成长
性科技型企业2家、重庆市科技
型企业170家，建成科技部备案
星创天地1个、重庆市众创空间
2个、重庆市农业科技专家大院
7个，有效发明专利密度达1.77
件／万人，研发重庆市高新技术
产品39个，2018年实现战略性
新兴产业产值15亿元以上。

工业企业从签约入驻、开工
建设到投产需要多长时间？由于
审批流程繁多、审批时间长，企业
签约到建成投产差不多需要1年
到2年时间。而在石柱，却只需要
半年甚至更短时间。

2018年12月，重庆晶隆科技
有限公司从与石柱相关部门洽谈
到投产仅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
石柱效率让企业惊叹。

在企业入驻前，石柱就已积
极搭建起标准化厂房，厂房内水
电气全部安装到位，企业入驻后
只需要根据自身情况进行简单装
修，配齐生产设备即可生产。为
帮助企业尽快落地投产，石柱组
建了专门的团队，为企业项目审
批提供“上门服务”。

今年1月下旬，晶隆科技有限
公司就已完成厂房车间装修及机
器设备安装调试并正式投产。“企
业只管生产，其他的事都交由专
人代办，有问题当天反映，当天就
能得到解决。”重庆晶隆科技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说，从签约入驻
到投产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固定
的工作人员与企业对接，政府“一
把手”随时都能联系上。有了这
样高效的服务，企业一定会与石
柱实现共赢。

这样的石柱效率在每一个入
驻石柱的企业身上都能得到体
现。

于石柱而言，构建良好的营
商环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要
在“硬环境”上下功夫，更要在政
策环境、提升服务水平等方面下
功夫，切实增强“积极、主动、靠
前”服务意识，以“保姆式”的服
务，合力解决企业发展难题，增强
企业发展信心，进一步提升石柱
工业发展“软实力”。

政策上，石柱秉承“兑现比
承诺更重要”理念，着力于为企
业减负，落实《重庆市降低制造
业企业成本若干政策措施》《关
于印发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企
业健康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等文
件精神，制定政策落实具体措
施，细化土地、招工、物流、融资
等扶持办法。指导帮助企业策
划项目，争取政策支持。持续推
进转贷应急、增信贷、直供电等
政策，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升
企业盈利能力。

服务上，石柱建立了全县服
务工业企业工作机制，按照“一企
一策、一户一方案、户户过关”方
式，建立企业问题清单，限时销
号。深入开展集中走访精准服务
民营企业活动，“一对一”“点对
点”开展联系、帮扶工作，精准解
决民营企业政策兑现难、融资难
融资贵、招引人才难、降本增效难
等问题，畅通民营企业困难诉求
渠道，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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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基础
打造宜居宜业宜商产业新城

政策优势——石柱
是重庆市唯一集三峡库
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国
家重点扶贫县于一体的
特殊县份。国家鼓励投
资的多项优惠政策形成
石柱得天独厚的优势，
进驻企业不仅可享受西
部大开发政策、三峡库
区产业扶持政策，更可
享受到少数民族地区发
展扶持政策、武陵山经
济协作区扶贫开发政策
以及城乡统筹发展等多
项优惠政策。针对重点
产业和重大招商引资项
目，依据项目投入产出
强度，可实行“一事一
议”、“一企一策”，给予
企业相关优惠政策。

资源优势——石柱
资源丰富，农特产品远近
闻名，是中国的“黄连之
乡”、“莼菜之乡”、“辣椒
之乡”，拥有全球最大的
黄连种植基地、全球最大的莼菜种植
基地、西南地区最大的辣椒种植基
地。石柱旅游资源独特，有重庆最美
草地千野草场、最美森林大风堡原始
森林，获评“重庆市避暑休闲首选
地”、“最美中国旅游目的地城市”。
劳动力富足，现有劳动力资源15万
人以上，县内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健
全，每年可培训技能工人4000人以
上（可根据企业要求定向培训技术工
人）。

交通优势——石柱东邻湖北
省，是重庆与中部、东部地区陆上联
系的要塞，具有“南北承启、东西传
递”的区域优势，是成渝地区通往中
部、东部地区的重要交通门户，也是
武陵山经济协作区“通江达海”最便
捷出口，4条高速公路、1条高速铁路
及长江航运构成石柱大交通体系，已
基本形成1小时重庆主城、10小时

“北上广”的大交通网络。

石柱县城新貌 摄/谭华祥

威斯壮智能装备项目设备车间

嘉酿啤酒车间

东韵电子生产车间

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

骏达木业车间

石柱县城

石柱，坐落于重庆

市东部、长江南岸，地

处长江经济带、成渝经

济区和武陵山经济协

作区三大经济板块的

交汇点，是武陵山经济

协作区“通江达海”最

便捷的出口，是重庆市

对外开放交流的重要

窗口。拥有独特区位

优势的石柱，发展前景

广阔。

近年来，石柱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牢固树立新发展

理念，紧紧围绕“转型

康养、绿色崛起”发展

主题，大力实施“工业

强县”，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坚持做

大总量与提升质量并

重、盘活存量与做优增

量并举，深入实施以大

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

动计划，着力培育“3+

2”特色生态工业产业，

持续抓好项目建设、工

业招商、创新驱动、企

业服务、园区配套等工

作，努力营造重商、亲

商浓厚氛围，全县工业

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

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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