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1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打造““““““““““““““““““““““““““““““““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一都四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
2021年11月23日 星期二

柞水篇
责编：刘婷 组版：潘育 校对：宝安 崔渼

建设地点：柞水县县域工业集中区
投资主体：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年限：2019年—2021年 开工时间：2019年 11月
总投资额：6.5亿元 年度投资：1.5亿元
建设主体：陕西同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资金来源：企业自筹
建设内容：项目占地 98亩，总建筑面积 7.7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研发楼、实验楼

和前处理提取、综合制剂、中药饮片、健康食品、醋酸棉酚原料药等车间及综合仓储
等配套设施。

项目亮点：发展潜力大、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高。
建设意义：该项目顺应国家大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趋势，瞄准后疫情时代健

康市场机遇，有效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全面优化柞水县医药健康产业布
局，深度融入国内医药产业“大循环”格局，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项目建成
后，年中药材处理能力由 800 吨扩大到 4000 吨，年产值由 10 亿元扩大到 50 亿元
以上，年上缴税金达 5亿元。

亩均效益：亩均投资663万元，年亩均产值5102万元、亩均税收510万元，新增就
业岗位500余个，带动1600余户群众发展中药材种植，辐射带动5500余人就业增收。

项目进展：累计完成投资 6.6亿元，其中，2021年完成投资 1.6亿元。厂房及相
关配套设施建设已完成，醋酸棉酚生产线、原药提取生产线正在试产，制剂生产线
正在调试。

盘龙药业综合制剂与提取强链项目简介

建设地点：柞水县曹坪镇窑镇社区
投资主体：柞水县玉窑菌业有限公司
建设年限：2020年—2021年 开工时间：2020年 10月
总投资额：1.13亿元 年度投资：1亿元
建设主体：柞水县玉窑菌业有限公司
资金来源：企业自筹
建设内容：占地 90 亩，引进国内先进的木耳菌包自动化生产线 1 条，更新灭菌

设备、液体菌生产设备及自动翻框机、搅拌机、输送机、电动辊道以及自动窝口装框
一体机等菌包加工生产设备 130 台（套），新（改）建养菌室和木耳菌包暂存库 2 万
平方米。

项目亮点：生产效能高、生态效益高、带富能力强。
建设意义：该项目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小木耳、大产业”重要指示精

神，立足打造“百亿级产业集群”目标，通过提升菌包生产自动化、专业化、规模化水
平，助推柞水木耳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省规模最大、自动化程
度最高的木耳菌包生产基地，年产菌包可达 3000万袋，实现产值 8000万元。

亩均效益：亩均投资 125 万元，年亩均产值 880 万元、亩均税收 1.6 万元，解决
就业 100余人。

项目进展：累计完成投资 1.13 亿元，其中，2021 年完成投资 1 亿元。建成菌
包自动化生产线 1 条、暂存库 3000 平方米，改造提升养菌房 1.7 万平方米，更新
购置灭菌、液体菌生产等设备 130 台（套），已全面建成投产，已生产木耳菌包
1200 万袋。

柞水玉窑木耳菌包生产线改扩建项目简介

建设地点：柞水县乾佑街办梨园村
投资主体：柞水县梨园紫杉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建设年限：2021年—2024年 开工时间：2021年 6月
总投资额：15.7亿元 年度投资：1.5亿元
资金来源：企业及农业经营主体自筹 14.2亿元，财政资金 1.5亿元。
建设内容：规划面积 21平方公里，分三期建设。以康养产业为核心，以乡村旅

游和特色农业为配套，以人居环境、数字乡村及销售服务为平台，采取“集体经
济+”等合作模式与农户紧密联结，实现农旅、文旅、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企地共
建共赢。

项目亮点：规划起点高、产业融合紧、带动作用强、发展前景好。
建设意义：全面促进村域产业提质、扩容、延链，推动三产深度融合。人居环

境明显改善，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
益借鉴。

亩均效益：亩均投资 390万元，年亩均产值 40万元、亩均税收 2.8万元，带动就
业创业 1500人。

项目进展：2021 年完成投资 1.5 亿元，引进企业投资项目 2 个并开工建设，实
施山、水、林、田、路、堤、居综合整治，科管核桃板栗 3500 亩、种植红豆杉及花卉
1300 亩，养殖大鲵 15 万尾，发展农家乐、民宿、园艺等庭院经济 115 户。配套建设
产业路 7 公里、旅游步道 2 公里、公厕和停车场各 4 处，提升改造院落 306 户、卫生
厕所 69户，绿化 5000平方米。

柞水梨园三产融合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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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 69户，绿化 5000平方米。

柞水梨园三产融合项目简介

策划策划：：陈晓琴陈晓琴

组稿组稿：：朱恢军朱恢军 张莹雪张莹雪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深秋的柞水用色彩斑斓记录着所有山峰的颜色，秋天的多姿多彩
在漫山遍野表现得淋漓尽致，碧空下的美景是“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热烈，薄雾中秋的倩影则是“犹
抱琵琶半遮面”的娇羞，一如一个靓丽的少女，待嫁闺中。

尽管深秋带来丝丝寒意，但柞水县各大项目建设现场却是生机盎然，处处涌现着大建设、大发
展的生机与活力，孕育着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新希望，一幅幅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一张张蓝图正逐
渐变为现实。一个个重大项目的开花结果，孕育了一个个新的增长点，成就了一个个新的增长极。

走进柞水县曹坪镇窑镇社区的玉窑木耳菌包生产基地，看到的是一幕幕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一袋袋木耳菌包从自动化生产线上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忙碌的工人们正加紧分拣菌包，这里已建
成菌包自动化生产线 1条，生产木耳菌包 1200万袋。

来到位于陕西盘龙药业集团的盘龙药业综合制剂与提取强链项目基地，一座座崭新的标准化
厂房拔地而起，崭新的设备早已安装并调试完成，职工们正有条不紊地在各自生产线上工作。

漫步于柞水县乾佑街办梨园村，只见远山近水在冬日暖阳映衬下显得格外静谧，一条条干净笔
直的公路在碧蓝的天空下直通远方，一座座白墙灰瓦的民居错落有致地分布于山水之间，一盏盏崭
新的太阳能路灯遍布群众房前屋后，来到这里就如同到了某个江南小镇，人们会不由得放慢脚步，
去感受那份乡村生活的恬静悠远。

……
笔者日前采访时看到，柞水各大施工现场处处紧张繁忙、热潮涌动，塔吊林立，机声隆隆，繁忙

奋战的建设者们铆足干劲，挥汗如雨，一股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建设激情扑面而来。
重大项目建设是抓经济、抓发展的重要手段和载体。2021年，柞水县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引擎”，牢固树立抓大项目、大抓项目、促大发展
的鲜明导向，以高质量项目建设促投资、调结构、稳增长、惠民生，实现项目招引数量、落地总量、投
资质量三个新突破。全年 105个重点项目全部开工，完成投资 94.63亿元，占年任务的 86.65%。其
中，22个市级项目全部开工，完成投资 43.77亿元，占年度任务的 111.2%。

高点规划高点规划 培育县域经济增长极培育县域经济增长极

“今天的项目结构就是明天的经济结构”成为柞水县牢固树立的发展
理念。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等领域为重点，县上谋
划了一批占地少、效益高、前景阔的重大产业项目；抢抓省、市发展机遇，围
绕西安一级城市建设，商洛“一都四区”建设等，谋划了一批支撑性、承接
型、插销式项目；立足全县发展方向，聚焦五大战略、五大产业，谋划了一批
延链补链项目。

以工业“五化”发展为方向，柞水县精心谋划了大西沟800万吨菱铁矿采
选、贝恒建材二期项目等 33 个项目，总投资 87.64 亿元；县上坚持农业现代

化、农业生态化发展方向，围绕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国家农业科技示
范园核心区，谋划了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万亩茶园建设、稀有食用菌产业化培

育开发延链等 11个特色农业项目，总投资 15.56亿元；为了推动全县旅游产业更
好更快发展，县上围绕打造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紧扣推动“中国气候康养之都”建

设，持续叫响“22℃商洛”品牌，策划包装了秦丰康养综合体、高铁新城等 31个项目，总
投资 212.9亿元；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是柞水县委、县政府的不懈奋斗目

标，聚焦群众最迫切最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县上精心策划了县城棚户区改造、城区第四小学新
建等 56个项目，总投资 28.6亿元。一个个新项目的落地和建成，为建设“三高三区”新柞水积蓄了新
动能，孕育了新希望。

招大引强招大引强 ““筑巢引凤筑巢引凤””激发新动能激发新动能

“筑巢引凤栖，花开蝶自来”。招商引资始终是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而柞
水县也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深度和广度，招大引强、招新聚优。柞水县紧盯国际国内 500 强和大
型央企国企，严格落实“一把手”精准招商责任制，制定招商项目“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将合
同履约、资金到位、项目落地以及投资强度、亩均收益作为评判标准。同时，抢抓推动西部大开发形
成新格局、构建大西安都市圈、打造商洛“一都四区”等战略机遇，积极“走出去”，参加诸如京津冀产

业招商推介会、央企陕企民企外企进商洛精准洽谈会、第五届丝博会等重要招商活动达 10余次，先
后到佛山、天津、成都等城市开展叩门招商、小分队招商、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拜访知名企业 20
余次。此外，各镇办、各部门也结合各自实际大力开展“争资夺旗抱奖牌”“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等
活动，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之士回乡创业，为家乡作贡献，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激发了全县上下
招商引资的热情，营造了大抓招商、全民招商的浓厚氛围。

目前，柞水县争取到了溶洞国家地质公园遗迹保护等项目 44 个，争取资金 9.6 亿元；柞水县曹
坪抽水蓄能电站、柞水西谷医院等 68 个项目顺利签约，总投资 391.26 亿元；以县域工业集中区、小
岭现代工业产业园、西川现代休闲农业产业园等五大龙头园区为优质载体，引进了中国电投集团、
中国电信集团、北京银帝集团等 9 家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入驻；成功举办第四届木耳文化节及柞水
—高淳 2021“金秋季”领导干部招商推介会，签约合同和协议 13个，总投资 6.66亿元。

强力推进强力推进 领跑项目建设领跑项目建设““加速度加速度””

柞水县把项目建设作为“不二王炸”，举全县之力夯实工作举措、大力度攻坚克难，扎实推进
项目建设工作。柞水县深入开展“项目建设提升年”活动和项目建设“大比武”活动，对已签约项
目分类建立管理台账，持续跟进项目要素保障；对已建成项目则持续做好项目跟踪、企业服务等
工作，促进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尽快形成效益；对在建项目实行定目标、定任务、定责任、定时限

“四定”工作机制，全力推动项目建设快速建成；县财政强化资金保障，利用专项项目发展基金采
取“一对一、点对点”的方式，全力协助企业做好规划选址、安评环评、立项审批等前期工作；利用
开展的“百人帮百企”活动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援企稳岗政策，一些企业“招工难”“用工难”等问
题也顺利得以解决。

目前，部分重点项目已经开工建设或建设完成。丝博会签约的 39个项目已全部落到实处并建
设，111.61亿元资金已到位；盘龙药业综合制剂与提取强链、圣佳老年疗养托管中心建设等 31个项
目的前期各项工作已完成，梨园山河故里康养综合体、云山湖森林康养度假区等 22 个项目也已经
开工建设，陕西万银航空岩棉纤维开发等 60 个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之中，城区九年制实验学校等 20
个项目已全部建成投用；柞水县龙岩建材有限公司建筑饰面材料已投入生产。为了推动绿色矿区
建设，柞水宝华公司的年产 60万吨非金属矿加工及尾矿综合利用项目也已投入生产。

全力保障全力保障 做优项目建设做优项目建设““硬服务硬服务””

一切围着项目转、一切聚焦项目干，柞水县坚持以最强工作专班、最优营商环境、最实工作机制
和最硬工作作风全力为全县项目建设做好各方面最优质的服务。

柞水县负责包抓项目的 28名县级领导深入一线现场办公、指挥调度，协调解决土地、资金等难
题，形成了“领导领着干、部门带动干、干部跟着干”的工作格局。为了营造更优良的营商环境，该县
采取优化内部审批流程、信息共享互通、提前介入、并联办理等一系列措施，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全面推行一网通办、一窗受理、一厅办公，同步大力整治恶意阻工、违法滋事、吃拿卡要等行为，
全县项目建设外部环境更加优化。工作成效明不明显，就看机制健不健全。为了保障项目建设，柞
水县建立了任务分解、责任落实、工作进度、完成时限“四张清单”，落实跟踪督办、定期回访、效果反
馈“三项举措”，实行清单化管理、销号式推进，确保所有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投产、早达效。为把

“提士气、强担当、建机制、促发展”作风建设推向深入，柞水县成立了执行力办公室，工作人员深入
一线督察项目建设进度、成效和结果，对进展缓慢、推进不力，成效不明显的单位进行全县通报并落
实黄色催办、橙色警示、红色查办“三色”预警机制，实行加分奖励和扣分处罚措施，形成了以项目论
英雄的鲜明导向。

大浪奔涌逐浪高，蓄势扬帆破浪行。借助项目建设这一强大引擎，柞水县必将在经济社会
发 展 的 大 潮 中 ，乘 风 破 浪 ，扬 帆 远 行 。 下 一
步，柞水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和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坚定奋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以昂扬姿
态同时间赛跑，将决策部署转化为工作思路，
工作举措和具体行动，把建设“三高三区”新
柞水的奋斗目标从蓝图变为现实，在接续奋
斗中书写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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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柞水县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侧记

柞水县飞跃终南极限运动公园柞水县飞跃终南极限运动公园

柞水玉窑木耳菌包生产厂房柞水玉窑木耳菌包生产厂房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盘龙药业综合制剂与提取生产车间盘龙药业综合制剂与提取生产车间

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