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情土家、康养石柱。石柱，“中
国黄连之乡”“中国辣椒之乡”“中国
最大的莼菜基地”。这里，也是民营
企业发展的沃土。

去年以来，石柱县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优化营商环
境，多措并举推动县域民营经济驶入
快车道、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

优化环境
为民营经济发展赋能

“要不折不扣按照中央和市委要
求，针对性解决好政策落地‘最后一
公里’问题，推行就近办、网上办、马
上办、一次办等办事制度，优化大环
境，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全程优质服
务。”近日，石柱县委书记蹇泽西在县
委常委会听取县工商联工作汇报时
提出，要千方百计壮大民营企业，推
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石柱县按照“盘活存量，
引入增量，做大总量，提高质量”的思
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坚
持一二三产业一起上、大中小微一起
抓。加大规上限上企业培养力度，加
快招引一批符合康养经济发展方向、
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龙头企业，
大力扶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
发展，构建骨干企业顶天立地、中小
微企业铺天盖地的格局。

今年以来，石柱县不断优化营商
环境，为民营企业发展赋能。该县推
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广泛推行网
上办事大厅和实体大厅“虚实一体”
融合办理服务模式，推动网上行政审
批平台与部门之间互联互通、业务协
同、信息共享，投资审批全面实施“一
窗受理、一网审批”。

在优化办企业办事流程方面，石
柱县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精简合
并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项目立项、

实施方案类审批时限缩短为4个工作
日内，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可行性研究
报告及总投资概算审批需中介评审项
目时限缩短为20个工作日内，企业投
资项目备案办结时限为1个工作日
内，行政审批效率提升40%。

“今年以来，我们还继续深入开
展集中走访精准服务民营企业活
动。利用集中走访活动，精准把握民
营企业面临的各项问题。帮助企业
解决降本增效难、政策落地难、引才
用工难、转型升级难等问题，积极营
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有效维护民营企
业合法权益，让民营企业轻装上阵、
聚力发展。”石柱县委副书记、县长左

军介绍道。
数据显示，2018年，石柱民营企

业不断壮大，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民
营经济市场主体累计达到 31116
户。在民营企业的有力推动下，石柱
工业投资增速、工业增加值增速、工
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增速等均居
渝东南前列。

凝心聚力
引领民企打好“三大攻坚战”

对民营企业来说，支持和帮助贫
困村、贫困户稳定脱贫，既是善举，也

是建立稳固的原料基地，开拓农村销
售市场的大好机会，更成为其充分利
用各类扶贫政策、实现企业加快发展
的重要机遇。

近年来，石柱县民营企业在对县
域经济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积极
回馈社会。其“万企帮万村”的实践，
更是成为全国典型。

“通过‘万企帮万村’，可以加快
特色效益农业发展，促进一、二、三产
业深度融合，不断延长产业链、提高
附加值，推动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与贫
困群众稳定脱贫实现‘双赢’，推动全
县经济发展与限时打赢脱贫攻坚战
实现‘双赢’。”石柱县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向东说。
据介绍，今年以来，石柱县共有

161 家民营市场主体对 168 个村
26687个贫困人口实施了产业、就业、
培训、捐赠帮扶，产业投入5262.6176
万元，帮助就业497人，捐资49.7万
元，有力助推了脱贫攻坚。

在引领民营企业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方面，石柱县把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作为县工商联促进非公有制经济
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依托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联席会议，定期研究分析民
营企业风险状况，积极推动构建风险
防范机制，密切关注国家以及各部门
出台的助力民营企业脱困政策措施，

支持帮助民营企业用好用足化解风
险各项措施。

“绿色生态是石柱发展最大的
优势。”石柱县工商联负责人介绍
说，近年来，该县按照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要求，引导民营企业贯彻
新发展理念，坚持走绿色生态发展
之路。

围绕“转型康养、绿色崛起”发展
主题和“风情土家、康养石柱”价值定
位，一大批民营企业为石柱康养产业
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云中花都”

“let`s go 游乐世界”“潘婆婆”等民
营企业成为推动“康养石柱”发展不
可或缺的力量。

阳光普照在植被丰厚的黄水森林公园

莼菜采摘

七彩速滑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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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两个健康服务两个健康
走进重庆统战

日前，有着“高山森林花海旅游地、
半仙花果山”美誉的石柱云中花都景
区，在提质升级后重新与游客见面。通
过升级，景区新增了峡谷荡索、森林飞
人、花都秋千、飞翔滑索等5个游乐项
目，给游客们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云中花都是黄水国家森林公园
的核心景区，是西南最大的高山花卉
旅游度假区，园内森林、花海、山泉、
药材等自然资源得天独厚，60万亩
浓密葱郁的原始森林环绕在8000亩
的云中花都周围，是避暑度假、休闲
体验的最佳选择。

据云中花都景区负责人王彬宇介
绍，在云中花都不仅可以观赏花海、体
验刺激的娱乐项目，晚上还可以体验
全长约1000米的空中漂流，沿着落差
近100米的蛇形轨道疾驰而下，伴随
着清凉的水花，体验速度与激情。

同时，还可以观看灯光秀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民间绝技——打铁花表
演，“铁花火雨”此起彼伏，场面热闹震
撼。在星空露营地，璀璨星光仿佛触
手可及，居住在森林之中，呼吸着充满
负氧离子的空气，品尝着精心烹饪的
康养鲜花宴，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目前，景区内的重点体验项目
有——

3D空中漂流。云中花都空中漂

流是全国最长、最刺激、观光体验效果
最好的花海3D空中漂流，全长约1000
米，落差近100米，空高4-6米。空中
漂流由景区上沿百花春色人工湖开始，
浮于花海，依地势由高到低向花谷人
工湖处蜿蜒，呈现“旋转”之美。

5D云端吊桥。云中花都5D云端
吊桥是国内唯一一个在吊桥上开设露
天酒店和星球帐篷给游客住宿体验的
云端吊桥，是国内唯一一个可在吊桥上
开设浮云咖啡厅的云端吊桥，是西南地
区第一个建于花海中的5D云端吊桥。

花都飞舞（滑索）。从天空蔚蓝的
云中花都一跃而过，穿丛林、越花谷，
用移动的视角欣赏沿途风景，感受云
中花都植被变幻带给你的视觉冲击。

极速穿越（旱滑道）。滑道总长度
500米，高度落差达100米。从下往上
望去，滑道蜿蜒盘旋在山林中，犹如一
条长龙。游客们滑行在花都原始森林
之中，体验惊险刺激的“草上飞行”。

连片的莼菜田如同铺展
的绿毯，农民在莼菜田里正
忙着采摘莼菜，丰收的喜悦
汇集在土家山乡……走进位
于石柱县冷水镇的潘婆婆莼
科技有限公司的莼菜基地，
晶莹剔透、脆嫩爽滑的莼菜
会让你感叹大自然的造化与
神奇。

今年5月，潘婆婆莼菜科
技有限公司与阿里巴巴旗下
的电商平台——盒马鲜生达
成协议，该公司将通过盒马
鲜生电商平台销售莼菜，并
以此带动石柱当地农户脱贫
增收。这意味着，石柱莼菜
将通过盒马鲜生走向更广阔
的舞台。

莼菜，古时为贡品，至今
已有 1600 多年的历史。全
球莼菜看中国，中国莼菜看
石柱。石柱生态环境得天独
厚，是全球最大的莼菜生产
基地。

重庆潘婆婆莼科技有限
公司是一家集“科研+基地+
产品+四维模式”于一体，走

“康养农业+康养工业+康养
服务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之路的现代莼菜科技型企
业。

近年来，该公司围绕“开
发莼菜价值、保护莼菜资源、
建立莼菜品牌、传播莼菜文

化、实现企业价值、践行产业
扶贫、带动农民增收、促进民
族团结、发展地方经济”的企
业使命，经过5年多的艰苦创
业，公司已建成核心繁育基
地70亩，建成标准化示范种
植基地3500亩。

据悉，该公司已成为重
庆市“双高”企业、重庆市级
农业龙头企业、重庆市农业
综合开发重点企业，是全球
面积最大、品质最好的莼菜
供应商。公司通过3个股份
制合作社，直接带动 120 户
贫困户脱贫和350余名村民
增收，增加本地就业 15000
人次，间接带动4000余户莼
菜种植户增收。

“目前，我们的莼菜产品
已经在盒马鲜生上架。下一
步，我们将立足西南片区，开
拓全国及全球市场，继续提
升莼菜的深加工水平，开发
美容护肤、保健养生等周边
产品，进一步提升莼菜附加
值。”潘婆婆莼菜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潘慧中介绍，下一
阶段，公司将全力提升“百年
潘婆婆”系列产品的知晓度
和系列品牌的知名度，全面
提高全球消费者认知度，把
莼菜产业为精准扶贫、振兴
乡村、助力康养的价值发挥
到最大。

“真没想到，这个季节在石柱
竟然能体验到冰雪天地！”近日，从
主城到黄水森林公园消夏的王小
姐到“Let's go游乐世界”游玩一
番后，连呼过瘾。

如果你认为石柱的夏季只有
森林和高山，那你就错了。去年
底，石柱“Let's go游乐世界”正式
开门迎客，自此游客可以在夏天到
石柱感受雪地飞驰的速度与激情，
体验冰雪运动带来的乐趣。

据了解，“Let's go游乐世界”
位于石柱县冷水镇，由重庆康旅滑
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该项目总体规划面积6000余亩，
其中冰雪运动场地面积10万平方
米，滑具大厅8000余平方米，有戏
雪区、练习道、初级道、中级道、高
级道，场馆符合冰雪运动赛事标

准，可同时接纳5300名游客参与
滑雪滑草运动，是目前重庆乃至西
南地区规模最大、设施最全、项目
最多的滑雪场。

“1月8日，2019康养石柱欢乐
冰雪节暨全国大众越野滑雪挑战
赛就在我们滑雪场举办。来自全

国20多个省市的150多名滑雪选
手同台竞技，为广大游客带来一场
速度与激情并存的冬季冰雪狂欢

‘盛宴’。”重庆康旅滑雪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负责人周春介绍说。

如今，尽管已进入炎热的夏
季，但在“Let's go游乐世界”，游

客依然可以在室内冰雪场馆体验
冰雪的凉爽。

除了冰雪场馆，游客们还可以
在景区体验七彩旱滑、原真滑草、
越野风暴、室内射箭、高尔夫练习、
室内冰雪乐园、水上乐园、气模乐
园、欢乐碰碰船、蹦极跳床、三维太
空环、水上转转、丛林穿越、丛林蹦
网、欢乐碰碰车、9D动感影院、小
火车、健身溜索、高空秋千等娱乐
项目，还能品尝特色餐饮和烧烤，
免费观看海狮表演和机器人跳舞，
在炎炎夏日中赏林中之景，享冰雪
之乐。

周春介绍，今年景区还将升级
完善酒店、游客接待中心的修编
设计，启动建设景区酒店、游客接
待中心及完善景区综合基础配套
设施。

“潘婆婆”借力电商把莼菜销往全世界 Let's go游乐世界 盛夏里畅享冰雪狂欢

云中花都 开在吊桥上的露天酒店

陈小东 盛志信
图片除署名外由石柱县委统战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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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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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 全力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