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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出绿色发展新速度
秀山百亿级特色工业基地驶入发展“快车道”
一阳初生袁万物之始遥 在这个盘点过去尧谋划未来的时节袁
秀山工业园校正坐标袁朝着新的目标不断迈进遥
过去一年袁秀山工业园按照该县县委尧县政府野1+2+X冶工
业发展布局袁完善园区规划布局袁加快工业结构调整袁让野稳中
有进尧进中向好冶成为发展常态遥 新增规模以上企业 8 户袁规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 14%曰 入园企业实现利润 2 亿元袁 同比增长
11.1%曰上缴税金 3 亿元袁同比增长 15.4%遥齐齐野破十冶的漂亮成
绩单彰显着园区一路高歌猛进的野加速度冶遥 据测算袁2017 年袁
园区 渊A 区冤 将实现工业总产值 30 亿元袁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园区道路

22.5 亿元遥

十年磨剑

思路嬗变

园区扛起工业转型大旗

到
“四大绿色产业”
从
“一锰独大”

2017 年 6 月 22 日袁下午 3 点袁强降雨袁气温 22益-30益遥
初夏的暴雨浇不灭投资的热情遥 第二十届野渝洽会冶秀山县专
题项目签约仪式现场袁秀山与深圳海王集团签约袁要打造百亿级现
代中医药产业袁建野武陵药都冶遥
此次打造的中药健康产业落户秀山工业园袁 项目总投资 5 亿
元袁占地 500 亩袁将建中药制剂尧配方颗粒尧饮片尧保健食品等生产
基地袁及 3-8 万亩中药材种植基地遥
野我们非常看好重庆袁 看好秀山遥 重庆中药材资源蕴藏量达
163 万吨袁位列全国前茅遥 其中袁位于武陵山区的秀山资源优势明
显袁是我们遍寻全国后的心仪之地遥冶谈及项目落户袁海王集团董事
长张思民欣喜满怀遥
看中秀山发展后劲的不止深圳海王一家袁仅野渝洽会冶期间袁总
投资 16.2 亿元的 7 个项目先后签约入驻秀山工业园遥
小荷才露尖尖角袁早有蜻蜓立上头遥据统计袁截至目前袁前来抢
占园区发展这块野香饽饽冶的企业有 196 户袁投资过亿元项目 58
个袁投产企业 130 户袁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 535.88 亿元袁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 170.78 亿元袁年均解决 1.5 万人就业遥
时钟拨回到 2006 年袁为加快秀山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尧培育新
兴工业体系袁秀山工业园应运而生遥 随着工作的深入袁秀山工业园
区作为该县工业发展的野主战场冶袁从无到有尧由弱到强袁一步步将
美好期待变成现实遥
如今袁在规划总面积 40 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袁野三园一组团冶 的蓝图已然清
晰袁按照秀山县委尧县政府野1+2+
X冶工业发展布局袁矿产品深
加工尧药品食品加工业尧智能
装备制造业尧环保建材尧
消费电子产品尧 纺织服
装织造等产业纷纷
在此安家落户遥
十年磨一剑袁
秀山工业园作为该
县工业的 野领头
羊 冶袁 正 朝 着 特 色
化尧 关联化尧 链条
化尧集群化迈进袁扛
起秀山县工业转型
升级的大旗遥

地处中国锰矿野金三角冶地区的秀山县袁
锰矿资源十分丰富袁素有野锰都冶之称遥 过去袁
秀山经济野一锰独大冶袁锰产业占全县经济总
量的 3 辕 4袁锰产业税收占全县税收的 80%遥如
今袁锰产业在该县经济中所占比重已下降到
不足 1 辕 4袁税收比重降到了 7%左右遥
野秀山的工业经济袁 已从粗放式的发
展袁转变到利用生态资源为主的可持续发

展上来遥冶秀山县委书记王杰认为袁要实现
绿色发展袁还得积极培育新的野资源观冶遥
思路的嬗变袁 带来的是空间布局尧发
展重点的改变遥该县经济从野一锰独大冶发
展到野四大绿色产业冶袁即院特色效益农业尧
特色工业尧商贸物流业尧民俗文化生态旅
游业遥秀山县长向业顺说院野秀山把发展工
业经济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袁改造传统工

秀山工业园区中小企业孵化园

医药生产基地

提档升级
集群化发展
“一城三园”
入冬的重庆袁寒风凛冽袁走进秀山工
业园却是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遥
在重庆万物春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内袁一排排巨大的药材处理器摆放得整整
齐齐袁 工人正忙着利用金银花提取中间
体遥 从广东引进尧去年 6 月投产的秀山县
富兴通中药饮片项目袁 以秀山的金银花尧
杜仲等中药材为原料进行中药饮片生产袁
是西南地区目前最大的一个项目遥
无独有偶遥以秀山特色农产品为原料
进行农副产品加工的食品生产企业袁在秀

山工业园区内野安家冶的已达 10 户遥
早在秀山县委十三届四次全会上袁就
提出了建设野一城三园冶尧壮大野四大绿色
产业冶的构想遥 作为野三园冶的重要载体之
一袁秀山工业园肩负起了打造武陵山区特
色工业基地的重任遥
野我们将按照 耶产城融合爷 的工作思
路袁走农特资源精深加工袁绿色工业发展
道路袁积极发展附加值高尧无污染的轻工
业遥 始终坚持大项目带动大发展的理念袁
利用秀山优势资源和优惠政策袁吸引大项

产城融合
社会保障构建
“幸福园区”
工业园是秀山新一轮大开放尧大发展
改革创新的野示范田冶袁不仅在完善市场经
济体制上积极探索袁也在构建社会建设体
系上承担着野先行者冶的重任遥
规划伊始袁秀山工业园就校正野幸福冶
坐标要要
要让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袁让城乡居
民共享发展成果遥 未来袁该区域将大力发
展教育尧医疗尧卫生等社会事业袁使人们幸

福指数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攀升遥
截至目前袁一组组数字让人鼓舞院
厂房修好了要要
要园区共完成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 65.4 亿元袁1-5 期标准厂房尧
20 万平方米标准厂房相继建成投用曰
路网拉通了要要
要秀北大道尧 永安路尧
黄杨大道尧黄杨大道北段二期工程尧园区
二路等项目已竣工通车袁 累计修建道路

业袁培育新兴产业袁推进优势主导产业向
集约化尧集群化发展袁实现武陵山区特色
工业基地目标遥 冶
一枝独秀惹人醉袁 满园春色才是春遥
秀山工业园正迎来野全面开花冶时期遥
为了深入推进野三园一组团冶的 A 区
综合园建设袁秀山工业园区围绕打造 100
亿级电矿产业尧中药材产业尧新兴产业和
50 亿级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的目标袁在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
上袁下起了苦功袁亮出了实招要要
要
一方面袁园区充分利用几十万亩以金
银花为主的中药材基地为原料袁以招商引
资为突破袁重点围绕中医药产业和农副产

品加工业开展上下游招商遥
另一方面袁园区不断加快提升工业发
展承载能力袁通过完善基础设施袁健全配
套服务功能袁切实增强发展能力曰以加强
要素保障为核心袁增强工业经济发展支撑
力曰完善园区规划布局袁发挥园区集聚功
能袁提高园区产出强度曰加大人才尧电力尧
土地尧信息尧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保障力度袁
为承接企业落地创造条件遥
野细读每一项决策袁都契合秀山实际袁
都是耶实打实爷的遥 冶秀山工业园区管委会
主任陈天赋坦言袁 每一项政策的落实袁都
释放出巨大的连锁效应袁破解一个个制约
园区发展的难题遥

夏朗科技

目入园袁带动优势企业袁形成优势产业遥 冶
陈天赋如此立下野军令状冶遥
野集结号冶吹响!
建设武陵山区特色工业基地袁定位是
野骨骼冶袁产业是野肌肉冶遥 抓经济就是抓招
商袁抓招商就是抓项目袁抓项目就是抓服
务遥按照最简单尧最朴实的经济工作理念袁
秀山工业园以项目为抓手袁突出野政策+
投资环境+产业发展+保障服务冶的理念袁
大力发展现代中医药产业尧农副产品精深
加工袁协调发展智能制造尧电子信息尧新能
源材料等新兴产业袁推进优势主导产业向
集约化尧集群化发展遥
种好梧桐树袁引来金凤凰遥 如何给企
业当好野保姆冶钥 如何为项目发展再添野薪
柴冶钥 秀山工业园有自己的答案要要
要
在对传统电矿产业的提质增效上袁秀

山将建立首个锰渣无害化治理实验中心袁
加快对整个传统电矿产业的技改升级和
配套完善袁 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和环保水
平遥
在新兴支柱产业的培育上袁园区加快
中医药产业发展步伐袁开展重庆市中医药
特色产业基地和市级知识产权示范园区
申报工作遥
在解决新兴产业融资难题上袁园区做
好政策性贷款袁盘活现有资产袁合理化融
资袁提高资金流动性袁降低资产负债率和
融资成本袁同时探索建立中小微企业金融
信息服务平台体系袁解决入园中小微企业
融资难问题遥
在基础设施保障上袁 园区与建委尧电
力尧环保尧食药监尧质监尧消防尧市政等部门
协调袁帮助企业解决难题袁激发企业活力遥

9.2 公里曰
住房解决了要要
要修建廉租住房 24.4
万平方米尧安置房 14.1 万平方米尧周转房
1.9 万平方米袁兴源黄杨郡尧豪生国际酒店
陆续建成投用曰
生活配套落实了要要
要铺设给排水管
道 35 公里袁架设供电线路 10 公里袁污水
处理厂一期竣工袁 民生加气站全面建成袁
工业园区幼儿园尧小学尧秀山第一中学新
区等正加快实施遥
野如果说过去建设开发区袁 只讲经济
发展速度尧只讲开发开放的过程袁往往忽
视社会管理和社会事业发展袁不重视城市
城区的生活改善遥 那么袁工业园的改革相

当于为企业耶松绑爷袁企业家专心做生产尧
市场开拓袁产业工人的饮食起居交给政府
交给园区遥 冶陈天赋说遥
展望未来袁秀山工业园将打造 100 亿
级电矿产业集群尧100 亿级现代特色中医
药产业集群尧100 亿级新兴产业集群袁以
及 50 亿级食品加工产业集群噎噎
淌过历史的长河袁 穿越时代的风
云袁 在下一个十年乃至更长远时期袁秀
山工业园一直会以夸父逐日的勇气尧精
卫填海的意志袁去实现又一个新的历史
性跨越遥
渊易 鑫 程亚敏 张鹏洲冤

秀山工业园区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