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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凤筑巢兴文旅产业引凤筑巢兴文旅产业

重庆海王中药健康产业基地竣工投产重庆海王中药健康产业基地竣工投产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吴国

超 鲁诗勤）重庆海王药业是我
县近年引进的重点中医药企业，
经过两年多时间建设，12 月 18
日，重庆海王中药健康产业基地
在县工业园区正式竣工投产。

深圳海王集团首席执行官、
医药智能制造总裁车汉澍，县委
书记王杰，县委副书记、县长向
业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吕英，
县政协主席周传明，重庆海王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耘，县
政府副县长陈宏波，县政协副主

席李传宏等出席竣工投产仪式。
据悉，该项目一期占地面积

108 亩，规划建设食品车间、制
剂车间、提取车间、综合车间、
中药饮片车间、研发质检大楼
及动力中心等，建筑总面积超 8
万平方米。项目达产后年产精
致口服饮片 1000 万罐、银杏叶
等中药植物提取物 200 吨、新金
樽口服液、银花藿香植物饮料等
5000万支，黄精人参等系列中药
养生膏 500 万瓶，预计实现年产
值5.5亿元，利润超6000万元。

竣工投产仪式上，车汉澍、
赵耘分别致辞。表示，重庆海
王项目是海王集团成立以来第
一个在县级区域的项目，是响
应“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行
动。秀山物华天宝、人才济济、
文化底蕴深厚，海王集团有信
心在秀山打造海王集团最重要
的和最大的中医药产业基地。
并对项目启动以来秀山县委、
县政府及县级各部门为重庆海
王项目建设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表示最诚挚和最深切的感谢。

希望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把
在秀山的重庆海王中药健康产
业基地打造成全国著名的中医
药产业基地，为秀山的经济发
展做出应有贡献。

向业顺在讲话中表示，3 年
来，双方真诚沟通、相互信任、
务实协作，建立了深厚感情和
良好合作关系。重庆海王中医
药产业园项目的建成投产，不
仅推动秀山现代中医药产业迈
出了关键一步，更为秀山打造
西部工业强县奠定了坚实基

础。秀山将一如既往地支持
好、服务好企业发展，让企业在
秀山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办事
省心。希望海王集团以此为起
点，充分发挥带动集聚效应，促
进双方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
推进合作深度，共同开创互利
共赢发展新局面。

仪式结束后，出席仪式的领
导、嘉宾和代表，参观了重庆海
王中药健康产业基地的生产现
场，大家对现代化的中医药生
产线给予了高度赞誉。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彭
璐）12月16日，县政协召开十届
十六次常委会议。县政协主席
周传明，副主席王木林、张亚
平、陈丽萍、李传宏、杨波、陈慧
参加会议。县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任强，县委常委、统战部
长、县政协党组副书记王兵，县
政府副县长林成芳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 2019 年全县社
会治理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
作情况，关于创建全国县级文
明城市工作推进情况，县委办
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县政
协十届三次会议提案办理情况
的报告；就我县农村电商发展
进行了协商讨论。

与会人员对我县农村电商

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
定。大家认为，近年来，秀山电
商发展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
睹，但也存在品牌效益不高、人
才资源紧缺、农产品质量有待
提升、产品深加工少等问题。
大家建议，要推动品牌建设、加
强电商人才的培养、提档升级
物流体系、推动深加工产品发
展，不断丰富电商产品，推动农
村电商提质发展。

周传明指出，我县电商发展
成效明显，希望大家多做调查
研究，形成共识，传递更多的正
能量。同时，电商要实现转型
升级，还需要大家认真思考和
研究，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意
见。

会议还就县政协下阶段工
作进行了具体安排部署。周传
明要求，要集中精神抓好县政
协十届四次会议相关工作，扎
实抓好会前准备和年度视察，
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及自身能力
建设，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
史使命感，把今年的任务完成
好，把明年工作研究好，为秀山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会议还传达了市委新时代
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会议
精神；学习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
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的实施意见》，市政协主席王炯在
全市政协系统学习贯彻市委新时
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会议
精神工作落实会上的讲话。

新的社会阶层专业人士联合会成立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

丽华 田孟艳）12 月 17 日，我
县召开新的社会阶层专业人
士联合会成立大会。县委常
委、统战部长王兵参加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秀山县新
的社会阶层专业人士联合会
章程》（草案），选举产生了新
的社会阶层专业人士联合会
第一届领导班子。

王兵对县新的社会阶层
专业人士联合会的成立表示
祝贺。他指出，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是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
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具
创新创业活力的群体，是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
要力量。新的社会阶层专业

人士联合会是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之家，是具有统战职能的
社会团体，通过新的社会阶层
专业人士联合会为大家搭建
参政议政、建言资政的平台，
为党和政府联系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搭建纽带和桥梁。

王兵要求，新的社会阶
层专业人士联合会要团结引
领，把人员组织起来；要用心
服务，把作用发挥起来；要建
章立制，把能力水平提升起
来；要加强保障，把力量凝聚
起来。团结拼搏、开拓创新，
在助推秀山建成重庆东南重
要门户和武陵山区践行“两
山论”的样板中作出积极贡
献。

县政协常委会协商讨论农村电商发展县政协常委会协商讨论农村电商发展

付强付强：：凝聚共识凝聚共识 抓好改革工作抓好改革工作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田

坤）12月18日，全市深化公共资
源交易监督管理改革电视电话
会议召开。县委常委、县政府
常务副县长付强在秀山分会场
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深化公共资源交
易监督管理改革，是更加有效
配置公共资源的需要，是加强
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建设的需
要，是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和推
动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
续发展的需要。本次深化公共

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改革工作的
目标是全面推进公共资源交易
制度建设，建成投用标准统一、
终端覆盖市和区县两级的电子
信息系统，实现全市公共资源
交易一张网，促进公共资源交
易法治化、规范化、透明化，实
现交易质量、效益和效率明显
提升，围标串标等违法违规问
题得到有效遏制。

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付强
就我县深化公共资源交易监督
管理改革工作提出要求。他指

出，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思
想认识，抓好抓实此次改革工
作。要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凝
聚共识，切实营造深化公共资
源交易监督管理改革的良好氛
围。要及时开展政策解读，组
织业务培训，周密安排部署，确
保改革政策精准落实。同时，要
将深化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
改革内容纳入到 2020 年党校干
部培训中去，从而进一步提升全
体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确保改
革工作顺利推进，并取得实效。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田
坤）记者从县文化旅游委获悉，
今年以来，我县持续加强招商
引资力度，推进文旅产业发展，
全年协议引资26.3亿元。

2019 年，我县先后与多彩
贵州文化产业集团、重庆世纪
九鑫集团、华录集团、环城旅游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 22 家大
型文旅企业洽谈对接文化旅
游、体育等相关项目，走访了重
庆典匠乐器有限公司、重庆秋
之艺文化用品有限公司等 32

家中小型企业。其中广东恒大
旅游集团拟投资 5 亿元打造洪
安温泉小镇；与环城旅游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秋之艺文
化用品有限公司签署 20 亿元
和0.8亿元的投资协议；与重庆
典匠乐器有限公司签署 0.3 亿
元投资协议。同时大力推进文
化旅游重点项目建设，1 至 11
月完成投资约 34.50 亿元，同比
增长 31.18%，预计全年完成投
资 40 亿元，进一步推动秀山经
济持续快速发展。

党外代表人士建言献策“两会”报告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田

茜）12月18日，县委常委、统战
部长王兵主持召开党外代表人
士关于《县党代会工作报告》

《县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协
商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会上，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无党派代表人士围绕《县党
代会工作报告》和《县政府工作
报告》畅所欲言。大家认为，两
个报告思路清晰、结构合理、内
容全面、目标明确、重点突出，
符合秀山发展实际，是鼓舞人

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并结
合各自工作实际，对医疗卫生、
交通规划、创新创业等方面提
出了积极中肯的意见建议。

王兵指出，大家的发言既
有宏观层面的规划思考，又有
针对性很强的具体措施，报告
起草组要认真归纳梳理、充分
吸纳大家的意见建议，进一步
修改完善报告内容，努力把报
告写成既符合上级精神，又体
现秀山发展实际，更贴近人民
群众意愿的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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