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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决策 关注民生

今日4版 南川发布 今日南川

本报讯（记者 罗苑瑜）近日，
记者在金佛山中药材物流配送
中心建设现场看到，该中心已雏

形初现，黄墙灰瓦的建筑风格颇
具中式韵味。据了解，该中心中
药材初加工板块业务将于今年
底投用，整体工程将于明年 6月
建成投用。

金佛山中药材物流配送中心
位于南川火车货运站与石雷路之
间，由重庆坤唯实业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项目总投资3亿元，规划占
地面积58亩，一期建筑总面积约4

万平方米、地下停车位324个。
据悉，根据《南川区中医药产

业发展规划》，我区中医药产业分

为种、加、销、医、养、研六大板
块。在六大板块中，商贸物流园
区主要负责中医药的流通交易。
为此，园区规划建设了金佛山中
药材物流配送中心。

在项目建设顺利推进的同
时，商贸物流园区引进北京全经
联加速器有限公司及江西千里
行健康有限公司，联合成立重庆
九方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整体

运营该中心。
“目前，我们已对项目的运行

做了整体规划，将引进国内中医

药产业发展先进经验，推动金佛
山中药材物流配送中心向物流配
送、文化旅游、健康餐饮等方面融
合发展。”重庆九方大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郭红波说，金佛

山素有中华药库和生物基因库之
称，动植物资源丰富，南川发展中
医药产业前景可观。公司将于明
年上半年启动招商，围绕“中药材
加工、大宗交易、康复理疗、文化

旅游、健康餐饮”五大功能定位，
对金佛山中医药物流配送中心进
行全方位打造。

针对中心主营业务——中药
材加工、出售，郭红波介绍，该公
司将采取“新型供应链联合模
式”，由公司为药农提供技术支
持和初加工设备改造，帮助药农

提升中药材初加工水平。同时，
公司负责免费提供中药材二次
加工和对外销售，所得利润公司
和药农按比例分配，以此提高药
农收益。

金佛山中药材物流配送中心初加工业务年底投用

■ 记者 黎明

近日，记者走进乾丰镇农化村

看到，工人正在对茶山上的茶树进

行冬管。
“我们这是新茶园，明年春天

就可采第一季春茶，这段时间正组
织工人加紧管护。”乾丰镇农化村

乾叶丰浓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周波一边指导工人管护茶树，一

边说。
今年，乾丰镇新发展茶叶5000

亩，新改造茶园 10000亩。目前该
镇发展优质高山生态云雾茶 6000
余亩，正着力打造“万亩茶乡”。

扩大种植规模做强产业

在乾叶丰浓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育苗大棚里，绿油油的一大片茶
苗，长势喜人。

“育苗基地 20多亩，可以栽植
近 1000亩茶园，今后我们茶园的

茶树都是从这里移栽。”周波介绍，
这里的茶苗除了公司自种外，还能

卖给周边的大户和散户，不但降低
茶苗成本，还能提高成活率，带动

全镇茶产业发展。

乾丰镇是我区有名的“茶叶之

乡”，近年来依托优质高山生态资

源，大力发展茶产业。
今年，该镇邀请区农业农村委

专业技术人员开展茶叶种植技术
培训 6场次，为茶农提供茶叶种植

技术指导，提高村民技能，增强发
展信心。

同时，该镇联系专家对全镇20
余户茶叶种植大户提供“一对一”

技术培训指导服务，适时开展茶叶

种植研讨会，促进交流，带动一般

农户种茶，持续开展茶叶栽植、管
理、加工、营销等环节的培训。

目前，乾丰镇已建立茶叶基地7
个、茶叶专业合作社6个、茶叶加工

厂2个，推行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打

造集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

的茶叶全产业链，做大做强茶产业，
全年茶产业产值将达到2000万元。

以品牌建设提升竞争力

近年来，乾丰镇以品牌建设
提升发展竞争力，投入44万元，包

装推销“金佛玉翠”“龙峰雪芽”“乾
丰毛峰”等绿茶产品，精心设计制

作礼盒 1.1万套，体现浓厚的中国
茶文化和地方特色，强化品牌营

销理念，不断提升乾丰茶叶文化
竞争力。

（下转第二版）

乾丰镇：

借力优质生态 打造“万亩茶乡”

重庆日报讯（记者 杨帆 张珺）
11月 2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

“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和近期对
外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市委

五届十一次全会有关材料，进一步
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
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市委
副书记吴存荣，市委常委出席。有
关市领导列席。

会议指出，2013年，习近平总书

记洞察大势、统揽全局，创造性地提
出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8年
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共建“一带一路”取
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提高了国

内各区域开放水平，拓展了对外开
放领域，推动了制度型开放，构建了
广泛的朋友圈，探索了促进共同发

展的新路子，实现了同共建国家互
利共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

“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为新时代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提供了根本遵循。重庆是西部大开
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
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加
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努力在共建

“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是党

中央赋予重庆的重大使命和任务。
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实际抓好
落实，聚焦重点、深耕细作，为推进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把握共

建“一带一路”的显著成就，进一步
强化战略担当，立足新发展阶段，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加大内陆
开放力度，努力在西部地区带头开
放、带动开放。要深刻领会把握共
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机遇挑战，保
持战略定力，抓住战略机遇，积极

应对挑战，为绘好共建“一带一路”

的“工笔画”贡献力量。要深刻领
会把握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深化地方
交往、互联互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人文交流，拓展产业、生态环

保、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等合作新
领域，全面强化风险防控，更好服
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深刻领会把

握强化对共建“一带一路”工作统
筹协调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大局

意识、责任意识，强化要素保障，加
强督查督导，做好宣传推介，加快
培育内陆开放新优势，以高水平对
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
质生活。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近期对外工作重要讲话精

神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结合起来，更加积极主动服务

国家外交大局，找准抓手和落点，努
力提升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水平。要
积极对接落实《区域全面经济合作

伙伴关系协定》政策措施，抓住用好
战略机遇，充分发挥重庆优势，持续
深化与东盟经贸合作，力争取得更

多开放成果。要扎实推动中新互联
互通项目高质量发展，突出重点领

域，深化重庆与新加坡“点对点”合
作，带动陆海新通道“线连线”、中国
西部与东盟“面对面”全方位合作，
提升项目支撑能力和服务水平，努
力推动跨国跨区域合作。要着力拓
展国际经贸合作新领域，深度参与

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推动绿色基建、

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等领域务实合
作取得新成效。要加快建设中西部

国际交往中心，抓好规划实施，做好
硬件改善和软件提升，营造良好国
际交往环境。要统筹办好重大开放

活动，科学谋划、持续推进，把智博
会、西洽会、中新金融峰会、“一带一
路”陆海联动发展论坛等办得更有

“含金量”。
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把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不断
引向深入，深化学习研讨，广泛宣
讲宣传，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更好地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要认真筹备
开好市委五届十一次全会，进一步

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信心、增

强斗志，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
见效，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召开。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
（原载《重庆日报》11月26日1版）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研究部署加快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工作

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茶农在茶叶基地管护茶苗。 记者 黎明 摄

教练团队进行花样滑雪表演。 记者 甘昊旻 摄

本报讯（记者 聂灵灵）11月
26日，重庆市冬季旅游暨第二十

三届金佛山冰雪季启动仪式在

金佛山北坡滑雪场盛大开幕。
本届冰雪季将从今年 11月持续

到明年 2月，为期近 4个月，“冷”
与“热”的双极组合，为游客朋友

带来一场集滑雪戏雪、互动体验

和温泉养生为一体的冬季盛会。

欢迎来到冰雪世界

“欢迎来到冰雪世界……”

开幕式舞台上响起开场欢乐秀
轻快的音乐，一群卡通装扮的人

偶和冰雪精灵在这个白雪皑皑

的世界里跳起欢乐的舞蹈，他们
或挥手致意、或蹦蹦跳跳，向来

到金佛山的游客表示欢迎，也向

即将要来金佛山的游客发出诚
挚的邀请，欢迎大家来到金佛山

冰雪世界。
“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

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

国。”几名身着红衣的舞蹈演员
为游客带来了模特秀《国潮醉
红颜》，冰天雪地依然阻挡不了

大家对冰雪世界的向往，舞蹈
演员魅力四射，为冰雪世界增

添了一份独特的美，国潮醉红

颜，红颜添缤纷。
启动仪式现场，大提琴、钢

琴演奏《金佛山雪花飘落的声

音》，舞蹈《暗香冰嬉》……吸引
游客驻足观看，动听的乐曲、喜

庆的欢迎声交织在金佛山上空，
向更多的游客发出邀请，一起来
感受“南国雪原”的独特魅力。

嗨玩趣味冰雪活动

“准备，开始！”在雪地拔河
区，裁判一声令下，由游客组成

的两队参赛选手，手握麻绳使劲
拉扯着，不到 20秒就分出胜负，

双方参赛选手都瘫倒在雪地
里。参赛选手曾贵勇说：“雪地

拔河重要的不是胜负，而是体验
参与其中的乐趣，脚在雪地里根

本踩不稳，还会发出‘咯吱咯吱’
的响声，很有趣。”

（下转第二版）

梦幻冰雪季 趣味金佛山
重庆市冬季旅游暨第二十三届金佛山冰雪季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