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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20日举行的开幕式现场，9家
企业分别与石柱县政府签约，项目涉及
光伏发电、文旅综合开发、运动康养、体
育俱乐部等领域，总投资达110.3亿元。

近年来，石柱县积极构建现代康养
产业体系，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4个
30万”工程初显成效，以康养消费品制造
为重点的绿色生态工业加快发展。同
时，大力实施“康养+”战略，丰富拓展观
养、住养、动养、文养、食养、疗养“六养”
产品和服务。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
到171亿元，增长2.5%；第二产业增加值
增长 2.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7.5%。其中，2020年实现规上工业产值
63亿元，工业入库税金2.2亿元；绿色有
机农业和生态养殖业产值达到17.4亿
元。

此次签约项目涉及领域多，产业带
动效应明显，将进一步推动石柱康养产
业高质量发展。

屋顶光伏发电项目

屋顶光伏发电项目由中国大唐集团
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拟投资建设，选址
在石柱县工业园区、重庆大唐国际石柱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其他县域内经过
考察可开发利用的构建筑物资源。

项目总投资3.8亿元人民币。其中：一
期投资 7600 万元，建设装机规模约
20MW的屋顶光伏发电设施；二期根据项
目实际建设情况，对工业园区新建标准厂
房、入驻企业厂房以及其他县域内经过考
察可开发利用的构建筑物资源等建设屋顶
光伏发电，增加屋顶光伏发电装机规模至
150MW。

项目一期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约
1600万千瓦时，仅按照标杆上网电价
0.3964元/千瓦时测算，每年售电收入约

640万元，按项目运营期25年测算，总纳
税额约1750万元。全部建成投产后，年
发电量约1.2亿千瓦时，每年售电收入约
4800万元，按项目运营期25年测算，总纳
税额约1.31亿元。

抽水蓄能发电项目

抽水蓄能发电项目由长江三峡集团
重庆能源投资有限公司、长江环保集团
上游有限公司共同建设。

项目总投资65亿元，在石柱县内适宜
区域，建设上下水库大坝、库岸边坡及泄洪
设施；输水系统及地下厂房土建及机电安
装工程；进场道路及上下库连接道路；电厂
办公大楼及宿舍建设等。项目预计2031
年7月正式建成投产。其中包括规划选点

报告编制、预可研报告编制、可研报告编制
等前期工作以及项目筹建期和具体建设
期。

雪上运动康养中心项目

雪上运动康养中心项目由北京柏御
龙体育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开发，总投资
3.5亿元，主要打造集滑雪、康养、训练、
文旅、培训、产业为一体的高端国际雪上
运动康养基地。项目包含有国家级滑雪
训练中心，高端雪上运动康养中心，国际
级雪上运动俱乐部，以及综合运动康养
度假区和相关配套设施。

预计项目总建设工期约2年。全部
建成投运后，年营业额平均在5000万元
以上，每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以上。带
动县域内经济间接性旅游收入约1000
万元，解决劳动就业100人以上。

共建国家级体育俱乐部项目

共建国家级体育俱乐部项目主要由
北京欧能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主要通过和县回龙中学合作，依托校区
资源和企业品牌资源、平台资源、冠军资
源以及师资力量，重点发展青少年和国
家级运动员群体，打造国家级体育俱乐
部。

项目总投资1亿元，主要打造体育运
动综合场馆、青少年体育运动项目训练
基地、国家级体育赛事中心和运动康复
疗养中心等，具备游泳、自行车、水上项
目、举重等多个体育项目。

项目总建设工期约2年。项目全部

建成投运后，年营业额平均在3500万元
以上，每年培训人次2000人以上，举办
国家级体育赛事5场次以上，举办高校体
育运动训练及赛事10项以上。带动县域
内经济间接收入约1000万元。

460MW×2燃气-蒸汽联合
循环热电联产项目

项目由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西北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和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西北
电力建设甘肃工程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
设。项目初步选址在石柱县王家乡山泉
村方斗山绿色新型建材生态产业园。

项目总投资约 27亿元，主要建设
460MW×2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机
组，天然气接口管网等，达到年发电5500
小时，年发电量50.6亿度，年供热量200万
吨。

项目总建设工期2年，包括项目前
期可行性研究和项目核准等前期工作
以及项目具体建设工作。项目建成正
式运营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约26.8亿
元，年创税约3亿元。同时，项目可为
园区进行供电、供热，提供招商便利，形
成以电、热、气为主的产业集群。

海棠谷文旅综合开发项目

项目由四川玉器时代实业有限公司
综合开发，选址在石柱县三河镇蚕溪村，
项目规划总面积约1000亩，旨在打造重
庆市乡村振兴典范、石柱旅游新名片。

项目主要建设海棠养生谷、海棠康
养酒店、海棠中式汤泉疗养中心、海棠
接待中心、海棠中药花海及海棠民族
（百姓）文化交流中心、木瓜佛手特色生
态餐厅、千户海棠共享民宿、文化博物
馆、会议中心、土家民族文化展示及演
艺厅、农业特产展示及交易中心等项
目，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

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其中：海棠
养生谷投资5000万元；海棠中药花海
及海棠民族文化（谭氏文化）交流中心
投资5000万元；千户海棠共享民宿投
资 52000 万元；文化博物馆、会议中
心、土家民族文化展示及文化演艺厅、
农 业 特 产 展 示 及 交 易 中 心 共 投 资
13000 万元；停车场、项目景观打造、
露营基地共投资 13000 万元；基础设
施投资12000万元。项目总建设工期
约 3 年，全面建成后，2024 年 12 月实
现年营业收入 26308 万元、年创税
1600万元，可直接带动约50户农户持
续增收、巩固脱贫攻坚成效，优化人居
环境，带动就业约150人，有效实现乡
村振兴。

加快建设“全国生态康养胜地” 共谋康养产业大发展

签约110.3亿元！中国·重庆(石柱)第五届康养大会硕果累累
7月20日下午，作为分论

坛的第五届康养大会康养产
业招商推介及招商洽谈活动
举行，现场吸引了近 50家国
内外大型企业前来，重点围绕
农特产品精深加工、新型绿色
建材产业、康养文化旅游产业
招商等方面进行推介，共谋产
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聚焦“全域康养、
绿色崛起”发展主题，石柱县坚
持“康养+”招商方向，依托资
源、围绕产业招商，突出产业集
群和效益导向，正在全力打造
产业生态圈。目前，依托现有
的产业优势，石柱正按照“年产
值20亿元、规上企业10家以
上、5亿级龙头企业2家”标准，
打造市级康养消费品特色产业
示范基地，已培育规上康养制
造企业14家，总投资5.55亿元
的7个新项目有3个即将建成
投产，康养消费品年产值预计
达15亿元以上。

推介会上，针对辣椒精深
加工、黄连康养产品研发及产
业化、莼菜精深加工、蜂产品
精深加工、新型绿色建材产
业、巾帼土司城6个重点项目进行了推介。
参会企业在现场纷纷展开了交流与洽谈，共
同推动政企合作共赢，促进石柱康养经济高
质量发展。

地处三峡库区腹心，石柱
县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宜中药材
生长，有野生中药材品种1700
余个，是著名的“中国黄连之
乡”。《中国石柱黄连产业发展
白皮书》中显示，目前，石柱已
发展黄连标准化种植基地5万
亩以上，年产黄连 3000 吨以
上，占全国总产量60%以上、世
界总量50%以上；建成石柱黄
连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
家黄连种植农业标准化示范
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
量安全示范区。

近年来，石柱县通过招商
引资，中药材初加工企业已达
47家，围绕黄连的研发，已研
发黄连花茶、黄连牙膏、黄连
香皂、黄精茶、黄精饮料等，围
绕木瓜已经研发出木瓜果酒
等康养产品。《中国石柱黄连
产业发展白皮书》明确了具体
发展目标，提出到2025年，稳
定石柱黄连种植基地5万亩以
上，产量3000吨以上，实现生产产值5
亿元以上，年交易量稳定在 4500 吨左
右；加快推进精深加工，加工产值达到
20亿元以上；建成中国最大的黄连交易
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健康旅游产业年
产值达8亿元，将整个黄连产业打造成
30亿元以上，乃至100亿级的现代化生
物药业产业集群；成功申报国家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7月19日-21日，中国·重庆（石柱）第五
届康养大会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黄水镇举
行。本届康养大会由民革中央、重庆市政协
主办，中国中药协会协办。大会以“中医药与
康养”为主题，历时3天，期间举办了专家主
旨演讲、康养药膳美食品鉴会、中医药产业发
展专题研讨会等多项活动，邀请全国各地专
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谋康养产业大发展。

本届康养大会取得了显著成果：签约

9家企业多项康养产业投资项目，总投资
金额达到110.3亿元；签订了“秦良玉文
化”、铁人三项赛体育运动发展协议；举行
了“西沱古镇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中国
铁人三项运动特色学校”“中国康养产业
可持续发展能力百强县”授牌仪式；发布
了《石柱黄连产业白皮书》……

近年来，石柱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和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

全力发展康养产业、打造康养经济，加快
建设“全国生态康养胜地”，康养休闲旅
游业由单一避暑游转型升级为四季游、
全域游。当前，石柱县以康养经济为重
点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正越走越宽广。数
据显示，2020年，石柱县康养经济增加值
占GDP比重达到50.2%；预计到“十四
五”末，全县康养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
将达到55%。

接下来，石柱县还将全力打造“三区
一枢纽一中心”，即三峡新区绿色发展先
行区、武陵山区乡村振兴示范区、成渝经
济圈康养经济示范区、渝东鄂西新兴综
合交通枢纽、全国山地康养公共服务中
心，加快建设全国生态康养胜地。

赵童 刘玉珮 孔德虎

图片除署名外由石柱县委宣传部提供

签约项目多元化 助推产业发展

金竹乡村民在黄连基地除草 摄/隆太良

千野之夏·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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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养产业招商推介暨招商洽谈会

重庆（石柱）第五届康养大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