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复苏春天里产业复苏春天里
秀山多点发力促复工复产见实效秀山多点发力促复工复产见实效

秀山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秀山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全力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全力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从从
旅游旅游、、农业农业、、工业等多点发力促复工复产工业等多点发力促复工复产，，尽最大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尽最大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春天的脚步春天的脚步，，并未因为一场风雪而停滞并未因为一场风雪而停滞。。明媚的春光中明媚的春光中，，边城产业全面复苏……边城产业全面复苏……

33 月月 2020 日日，，秀山县洪安镇三秀山县洪安镇三
省风情街项目施工现场省风情街项目施工现场，，数数
十台工程机械奔走往复十台工程机械奔走往复，，轰轰
鸣阵阵鸣阵阵。。工人们正在加紧工人们正在加紧
施工施工，，力争早日把损失的进力争早日把损失的进
度补回来度补回来。。

三省风情街是洪安边城三省风情街是洪安边城
景区着力打造的核心旅游景区着力打造的核心旅游
项目项目。。而后者是秀山打造而后者是秀山打造
武陵山区文化旅游城市和武陵山区文化旅游城市和
重要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支重要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支
撑撑。。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自自 33
月月 55 日开工以来日开工以来，，施工人员施工人员
坚持每天对工地及工程机坚持每天对工地及工程机
械进行一次全面消毒械进行一次全面消毒，，两次两次
测量工人体温测量工人体温，，力保防疫生力保防疫生
产两不误产两不误。。

除了项目工地除了项目工地，，洪安镇的洪安镇的
人气也逐渐开始恢复人气也逐渐开始恢复。。著著

名的拉拉渡口名的拉拉渡口，，拍照拍照、、坐船坐船
的游客日趋增多的游客日趋增多。。附近的附近的
民宿民宿、、餐馆餐馆、、特色工艺品商特色工艺品商
店也相继开门迎客店也相继开门迎客。。

近年来近年来，，秀山坚持秀山坚持““大边大边
城城””全域旅游思路全域旅游思路，，着力打造着力打造
武陵山区文化旅游城市和重武陵山区文化旅游城市和重
要旅游目的地要旅游目的地。。旅游旅游，，逐渐逐渐
成为全县重要的产业支柱成为全县重要的产业支柱。。

作为我市首批新冠肺炎作为我市首批新冠肺炎
疫情低风险地区疫情低风险地区，，秀山早在秀山早在
22 月月 2626 日便恢复了县城西日便恢复了县城西
街街、、洪安边城洪安边城、、川河盖三大川河盖三大
景区的开放景区的开放。。所有旅游配所有旅游配
套设施已正常运营套设施已正常运营。。

目前目前，，全县全县 1010 个续建重个续建重
点旅游项目建设已全部复点旅游项目建设已全部复
工工。。年内计划新开工的年内计划新开工的 1313
个重点旅游项目个重点旅游项目，，也正在有也正在有
条不紊地推进中条不紊地推进中。。

三大景区开放三大景区开放 项目运行如常项目运行如常

洪安边城景区所在洪安洪安边城景区所在洪安
镇近年来致力于全域旅游发镇近年来致力于全域旅游发
展展，，坚持走农旅融合之路坚持走农旅融合之路。。
茶叶种植加工茶叶种植加工，，成为当地农成为当地农
旅融合的重要抓手旅融合的重要抓手。。

33月月，，时值春茶采摘最佳时值春茶采摘最佳
时节时节，，一座座忙碌的茶山一座座忙碌的茶山，，成成
为洪安一景为洪安一景。。全镇全镇 55 家茶叶家茶叶
企业如今已全部恢复正常生企业如今已全部恢复正常生
产产。。400400 余名工人在保证防余名工人在保证防
疫安全的前提下采茶制茶疫安全的前提下采茶制茶，，
做到了不违农时做到了不违农时。。在这些企在这些企
业务工的该镇建卡贫困户业务工的该镇建卡贫困户，，
九成以上已经复工九成以上已经复工。。

““采茶制茶季节性很强采茶制茶季节性很强，，
早了晚了都不行早了晚了都不行。。今年今年33月月55
号复工号复工，，实际比去年开工还实际比去年开工还
早了早了55天天。。今年加油干今年加油干，，说不说不
定收入比去年还高定收入比去年还高！”！”重庆边重庆边
城韵茶业有限公司员工城韵茶业有限公司员工、、洪洪

安镇溜沙村新寨组建卡贫困安镇溜沙村新寨组建卡贫困
户翁碧蓉说户翁碧蓉说。。

翁碧蓉家中有翁碧蓉家中有 66 口人口人，，
20142014年因家中父母多病且孩年因家中父母多病且孩
子正在上学致贫子正在上学致贫。。为照顾父为照顾父
母和孩子母和孩子，，翁碧蓉难以外出翁碧蓉难以外出
务工务工。。重庆边城韵茶业有限重庆边城韵茶业有限
公司将她家的土地全部流转公司将她家的土地全部流转
用于茶叶种植后用于茶叶种植后，，勤学肯干勤学肯干
的翁碧蓉便成了公司的采茶的翁碧蓉便成了公司的采茶
女女，，年收入在年收入在11万元左右万元左右。。去去
年开始年开始，，她又参与到公司的她又参与到公司的
茶叶加工中茶叶加工中，，收入实现新增收入实现新增。。

““脱贫不能因疫情拖后脱贫不能因疫情拖后
腿腿！”！”洪安镇相关负责人说洪安镇相关负责人说。。
疫情期间疫情期间，，该镇对辖区以建该镇对辖区以建
卡贫困户为主的困难群众就卡贫困户为主的困难群众就
业需求进行了全面摸底业需求进行了全面摸底，，为为
320320 余人提供了精准就业服余人提供了精准就业服
务务。。

着眼困难群体着眼困难群体 助力脱贫增收助力脱贫增收

忙着采茶的不仅是洪忙着采茶的不仅是洪
安人安人。。在全市深度贫困乡在全市深度贫困乡
镇隘口镇镇隘口镇，，秀山县民蕊农秀山县民蕊农
业有限公司从业有限公司从 33 月月 22 日便日便
开始组织人力采摘茶叶生开始组织人力采摘茶叶生
产春茶产春茶。。采茶过程中采茶过程中，，村村
民们始终戴着口罩民们始终戴着口罩，，并保并保
持着安全的作业距离持着安全的作业距离。。

民蕊农业是隘口镇新民蕊农业是隘口镇新
院村村集体经济合作企院村村集体经济合作企
业业。。新院村有茶叶基地新院村有茶叶基地
16001600 余亩余亩，，茶叶是当地群茶叶是当地群
众脱贫增收的支柱产业众脱贫增收的支柱产业。。
每年立春之后每年立春之后，，便是春茶便是春茶
采摘旺季采摘旺季。。

““我们一天可以采茶我们一天可以采茶
叶叶33斤左右斤左右，，有有100100元左右元左右
的收入的收入。”。”在基地务工的新在基地务工的新
院村建卡贫困户喻廷芝院村建卡贫困户喻廷芝
说说。。

据隘口镇党委书记刘据隘口镇党委书记刘
红明介绍红明介绍，，新院村茶叶基新院村茶叶基
地今年开采茶叶面积共有地今年开采茶叶面积共有
400400余亩余亩，，预计鲜叶产量达预计鲜叶产量达
5050余吨余吨，，可产干茶可产干茶1010余吨余吨，，
产值可达产值可达360360余万元余万元。。

秀山是全市茶叶种植秀山是全市茶叶种植

规模最大的三大茶叶综合规模最大的三大茶叶综合
示范区之一示范区之一。。茶叶产业已茶叶产业已
成为当地特色农业支柱产成为当地特色农业支柱产
业业。。伴随伴随 33 月中旬部分乡月中旬部分乡
镇移栽完成镇移栽完成，，全县茶园总面全县茶园总面
积将突破积将突破 1414 万亩万亩，，茶叶采茶叶采
收面积收面积66万亩万亩，，预计全年可预计全年可
加工干茶加工干茶 60006000 吨吨，，实现茶实现茶
叶综合产值叶综合产值1212亿元以上亿元以上。。

洪安洪安、、隘口的茶叶产隘口的茶叶产
业业，，是秀山现代农业复工是秀山现代农业复工
复产复产，，全面复苏的缩影全面复苏的缩影。。
农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农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会、、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实现现代化的基础。。
农业企业是秀山现代农业农业企业是秀山现代农业
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

秀山共有市级涉农龙秀山共有市级涉农龙
头企业头企业99家家，，县级龙头企业县级龙头企业
7171家家。。在当前的春播备耕在当前的春播备耕
农忙季节农忙季节，，这些企业已全这些企业已全
部复工复产部复工复产。。

目前目前，，秀山正致力于秀山正致力于
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深度深度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发展
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加快建设武陵山区特色农加快建设武陵山区特色农
业示范基地业示范基地。。

农企全面复产农企全面复产 不误春耕春播不误春耕春播

融合着多个行业的融合着多个行业的
旅游是秀山的旅游是秀山的““金山金山”，”，
而电商则是秀山的而电商则是秀山的““银银
山山”。“”。“一脚踏三省一脚踏三省、、三省三省
共一城共一城””的秀山的秀山，，地处武地处武
陵山区腹地和区位交通陵山区腹地和区位交通
中心中心，，与黔东与黔东、、湘西湘西、、鄂鄂
西接壤西接壤，，其省际边界线其省际边界线
长达长达 321321 公里公里，，边贸历边贸历
史悠久史悠久，，素为武陵山区素为武陵山区
物资集散地物资集散地。。

秀山秀山（（武陵武陵））现代物现代物
流园区因物流而起流园区因物流而起，，随随
商贸而兴商贸而兴，，农村电商全农村电商全
国驰名国驰名，，逐渐成长为当逐渐成长为当
地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地经济的重要增长极。。

物流行业直面千家物流行业直面千家
万户万户，，关联防疫物资和关联防疫物资和
生活必需品的生活必需品的““最后一最后一
公里公里”，”，是打赢疫情防控是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重要保障阻击战的重要保障。。

位于秀山物流园区位于秀山物流园区
的顺丰的顺丰、、京东两大物流京东两大物流
企业企业，，早在早在22月月33日便复日便复
了工了工，，成为周边地区最成为周边地区最
早复工的物流企业早复工的物流企业。。在在
防疫局面最为严峻的阶防疫局面最为严峻的阶

段段，，大量防疫物资和生大量防疫物资和生
活必需品辗转秀山活必需品辗转秀山，，送送
到各地群众手中到各地群众手中。。

随着入驻企业陆续随着入驻企业陆续
复工复工，，园区积极响应园区积极响应、、细细
化举措化举措、、严密防控严密防控，，为入为入
驻企业复工提供指引驻企业复工提供指引，，
积极帮助入驻企业创造积极帮助入驻企业创造
安全有序的复工复产环安全有序的复工复产环
境境，，认真履行主体责任认真履行主体责任，，
做到疫情防控与复工生做到疫情防控与复工生
产产““两手抓两手抓”“”“两不误两不误”。”。

同时同时，，积极帮助电积极帮助电
商商、、物流企业解决招工物流企业解决招工、、
运输运输、、销售等方面的实销售等方面的实
际问题际问题，，推动加速复工推动加速复工，，
满足物资保障满足物资保障，，帮助当帮助当
地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地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
实现快速销售实现快速销售。。

园 区园 区 936936 家 企 业家 企 业
（（商户商户））中中，，目前已复工目前已复工
复产企业复产企业 907907 家家，，返岗返岗
员工员工 55605560 人人，，复工率达复工率达
9696..99%%。。1414 个在建项目个在建项目
已全部复工已全部复工，，复工工人复工工人
986986人人（（含农民工含农民工），），复工复工
率达率达100100%%。。

电商物流不断电商物流不断 满足物资保障满足物资保障

企业相继复工企业相继复工 工业逐步回暖工业逐步回暖

33月月1616日日，，秀山首个口秀山首个口
罩生产企业罩生产企业———迪芬特科—迪芬特科
技有限公司的一次性防护技有限公司的一次性防护
口罩生产线投入试生产口罩生产线投入试生产。。经经
过入料过入料、、折叠折叠、、压片压片、、耳线焊耳线焊
接等接等1010余道全自动工序后余道全自动工序后，，
首批首批““秀山造秀山造””口罩下线口罩下线。。

疫情期间疫情期间，，口罩成了最口罩成了最
为紧俏的防护用品之一为紧俏的防护用品之一。。
秀山加大招商力度秀山加大招商力度，，成功引成功引
进重庆迪芬特科技有限公进重庆迪芬特科技有限公
司司。。企业正式投产后企业正式投产后，，日产日产
口罩可达口罩可达1313万只万只，，完全能够完全能够
满足全体秀山人防疫之需满足全体秀山人防疫之需。。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
导产业导产业，，其发展质量决定着其发展质量决定着
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面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面
貌貌。。在秀山在秀山““工业强县工业强县””的的

““主战场主战场””秀山工业园区秀山工业园区，，工工
业正在回暖业正在回暖。。园区已有园区已有5757
家企业复工家企业复工，，复工率在复工率在9595%%
以上以上。。55个在建项目也已全个在建项目也已全

部复工部复工。。
来自秀山县经信委的来自秀山县经信委的

最新数据显示最新数据显示，，全县中小企全县中小企
业业524524户户，，复工企业复工企业489489户户，，
复 工 率复 工 率 9393.%.% ，，从 业 人 员从 业 人 员
1086710867 人人，，返岗率返岗率 9696..66%%。。
其中规上工业企业其中规上工业企业6767户户，，
包括电子类企业包括电子类企业55户户、、消费消费
类企业类企业1818户户、、医药类企业医药类企业22
户户、、材料类企业材料类企业2626户及能户及能
源类企业源类企业1616户户。。从业人员从业人员
80638063人人；；规下工业企业规下工业企业457457
户户，，从业人员从业人员28042804人人。。截截
至至20202020年年33月月1212日止日止，，全全
县规上工业企业已复工复县规上工业企业已复工复
产产6767户户（（22户因环保和拟下户因环保和拟下
规不纳入统计规不纳入统计），），复工率复工率
100100%%，，已复工复产人数已复工复产人数
79357935人人；；规下工业企业已复规下工业企业已复
工复产工复产422422户户，，复工率复工率9292..
33%%，，已复工复产人数已复工复产人数25672567
人人。。返岗率返岗率919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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