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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丈紅塵映碧海，維港璀璨耀香江。夜色
中的維多利亞港有着萬般柔情，盪漾的燈光忽
明忽暗，和快要燃盡的晚霞一起親密地閃爍着
嫵媚。地處香港、澳門、珠海之間的伶仃洋海
面，不久將飛起一道絢麗的彩虹——港珠澳跨
海大橋，耀眼的 「東方明珠」會大放異彩。武
橋重工有幸參與到港珠澳大橋工程當中，為促
進香港、澳門和珠江三角洲西岸地區經濟的進
一步發展做貢獻。

武橋重工集團是中國橋樑工程機械行業的
領軍企業，成立於 1953 年，是伴隨着武漢長江
大橋的建設而成立的高新技術企業。建有省級
企業技術中心和湖北省橋樑施工裝備工程技術
研究中心。近 60 年來，武橋重工為國內外大型
橋樑建設提供了大量大型專用裝備，為橋樑事
業的發展和施工技術的進步發揮了重要作用，
被譽為 「有橋就有武橋重工」。

早在企業初創時期，在國家百廢待新，一
窮二白的條件下，武橋人就研製出我國首台大
功率震動打樁機，為成功建造武漢長江大橋立
下不朽功勳。其後幾十年，又為我國江河湖海
上建橋研發製造了一系列起重機、工程鑽機、
橋樑鋪架設備等，填補了十多項國內空白。近
幾年又積極拓寬新的領域，向海工裝備市場、
核工業市場進軍。研製了我國首台深井探測機
器人，填補了國內深井地應力測量空白，具有
世界領先水平；為修建我國第一座跨海大橋東
海大橋以及隨後的杭州灣跨海大橋，武橋重工
相繼為中鐵大橋局集團打造了 「小天鵝」號
2500 噸海上運架樑起重船起重機、 「天一號」
3200 噸海上運架樑起重船起重機、 「海虹號」
400 噸全回轉起重船起重機以及 「海威 951 號」
95 米打樁船等海上橋樑施工裝備產品；打造了
用於香港城市建設的靜壓打樁機、用於香港新
機場建設的 3000 型動力頭工程鑽機；承建了大
陸與台灣首次合作的開啟式景觀橋——大鵬灣
跨海大橋，獲台灣金安獎。為舉世矚目的港珠
澳大橋量身定製了亞洲最大吊高的 「長大海
升」號3200噸船用起重機和國內最高的100米打
樁船，今年5月，3200噸起重船起重機已交付使
用。

《大公報》與內地媒體、企業溝通，為內
地與香港的經濟社會發展搭建了友誼的橋樑。
武橋重工 60 年成長壯大蜚聲海內外，離不開境
外媒體特別是《大公報》的客觀宣傳和鼎力推
介，雙方的合作堪稱典範。

值此《大公報》創刊110周年之際，武橋重
工集團真誠祝願《大公報》百尺竿頭再續輝
煌，香港的明天會更美好！

「博觀約取，厚積薄發」。在中國的醫藥
行業裡，龍頭企業——湖北廣濟藥業股份有限
公司正蓄聚着巨大的能量，以其獨特的魅力，
續寫着華美的樂章。

從2009開始，湖北廣濟藥業啟動了 「廣濟
藥業生物產業園」建設，重點投資維生素、氨
基酸、甾體藥物等項目，擬徵地2001畝，計劃
總投資20~25億元，分期推進項目建設。經過
2 年餘，該產業園一期主體工程基本完工。按
照產業化、現代化、國際化的功能定位，以綠
色、低碳、環保為發展理念。 「廣濟藥業生物
產業園」注入高質量、高附加值高新產品，以
進一步提升湖北廣濟藥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
力。

湖北廣濟藥業始建於1969年，是以生產、
銷售醫藥原料藥及製劑、食品添加劑、飼料添
加劑為主的國家重點高新技術企業，1999年在
深交所上市，現有總資產 15 億元，員工 1200
人。

自 「十一五」以來，在董事長何謐的率領
下，公司加速轉變發展方式，主導產品核黃素
（維生素B2）得以做大做強，產、銷量居世界
第一，樹立起民族 VB 工業的強勢品牌。湖北
廣濟藥業是國家認定的 「火炬計劃」重點高新
技術企業和高新技術成果示範基地，以及國際
科技合作基地，同時承擔了國家 「863 計劃」
《AD和ADD工業化生產工藝開發研究》科研
項目。為此，被評為中國飼料添加劑科技創新
優秀企業、中國五十強飼料企業；獲上市公司
市值管理百佳獎，躋身 「深證100指數」樣本
公司；被湖北省政府授予 「湖北外貿企業百
強」稱號和首屆湖北 「最佳企業公民」獎；是
中國企業文化建設百家信用企業；榮獲中國
「五一勞動獎狀」；其自主創新的核黃素高產

菌株工業化大生產技術，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

獎，湖北省科技進步一等獎，被專家評定為
「國際首創」技術，而被國家列入禁止出口技

術目錄。2006年，其自主開發的 「核黃素清湯
發酵技術」，經鑒定 「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獲湖北省科技進步二等獎。β-胡蘿蔔素將是
繼 VB2 之後，進軍原料藥市場的又一主導產
品。

以 「博士後廣濟藥業工作站」為依託，以
位於武漢國家生物產業基地的普信生物和廣興
技術研究所為陣地，湖北廣濟藥業的核黃素、
核黃素磷酸鈉、β-胡蘿蔔素、AD、L-乳酸
等各項科研持續深入開展。2009年，主導產品
核黃素通過工藝改進達到歐洲最新版本EP6版
質量標準，為進一步拓展國際市場提供了強有
力的保障；為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推進科研
成果產業化，公司與另兩家單位合作在湖北咸
寧經濟開發區，共同投資成立了湖北惠生藥業
有限公司，啟動年產 1000 噸維生素 B6 建設項
目。

注重產品質量體系建設，湖北廣濟藥業產
品六條生產線全部通過國家 GMP 認證，其中
核黃素產品通過了國際 ISO9001（國際質量管
理體系標準）、HACCP（聯合國食品法典委
員會推薦的預防性的食品安全衛生控制體
系）、ISO14001（國際環境管理體系標準）、
FAMI-QS（歐盟有關飼料添加劑和預混飼料
添加劑質量管理規範）、ISO22000（食品安全
管理體系）認證。公司注重品牌建設， 「 」
牌飼料級維生素被評為 「中國名牌」產品，廣
濟藥業 「 」商標被評中國馳名商標。

40多載風雨歷程，湖北廣濟藥業人承載着
光榮與夢想，面對未來，他們高揚自主創新的
旗幟，在第三次創業的道路上投入自己全部智
慧與熱情，闊步向世界一流製藥企業邁進。

既然選擇了遠方，便只顧風雨兼程。

湖北省松滋市地處鄂西南，長江中游南
岸，國土面積2235平方公里，人口85萬。1996
年撤縣建市，轄 16 個鄉鎮和 1 個省管開發區。
是一座兼具工業、農業、商貿、旅遊特色的新
興城市，素有 「金松滋」之雅稱。

自然稟賦獨特。現已探明可供開採的礦產
資源有石油、煤、岩鹽、重晶石等 30 餘種，開
發前景廣闊。旅遊資源得天獨厚，洈水風景區
集山、水、洞、林、壩、人文景觀於一體，是
國家森林公園和省級風景名勝、休閒度假和自
然保護區。

工業基礎較好。松滋是湖北省 20 家老工業
基地之一。中國濃醬兼香型白酒領軍企業白雲

邊酒業公司、跨國企業飛利浦公司、中國化工
龍頭企業湖北宜化集團、央企葛洲壩集團等一
批知名企業在松滋投資興業。初步形成了農副
產品加工、資源型化工、機械電子、紡織服
裝、新型能源、礦產品加工等六大特色產業集
群。近些年，松滋高舉 「工業興市」大旗，加
大投入，加快工業平台建設，初步形成了以松
滋經濟開發區為主導，以城東工業園、臨港工
業園、城北工業園、劉家場礦產品工業園為主
體的 「一區四園」格局。

農業特色鮮明。農業規模在湖北省乃至全
國都佔有一定位次。松滋是國家商品糧、優質
棉、優勢水果生產基地和無公害柑橘生產基

地。生豬出欄量穩定在100萬頭以上，被列為首
批全國生豬調出大市和湖北省生豬生產大市。
松滋是湖北省優質棉生產基地縣市、湖北省油
料生產大市，被列為長江三峽200萬畝優質柑橘
板塊高效經濟區縣市。

近年來，松滋市圍繞建設新型工業城市、
資源能源城市、山水生態城市和實現爭先進
位、跨越發展目標，搶抓機遇，振奮精神，攻
堅克難，推動全市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先後
榮獲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先進集體、全國基
礎教育先進縣市、全國民政工作先進縣市、全
國生態示範縣市、全國科技進步縣市、全國土
地執法模範市、全國法制教育先進縣市、全國
水利建設先進縣市、全國糧食生產先進市，湖
北省文明城市、衛生城市、綠化模範市等多項
榮譽。

中共松滋市委、松滋市人民政府熱烈祝賀
《大公報》創刊110周年！

廣濟藥業生物產業園廣濟藥業生物產業園

創新驅動創新驅動 轉型轉型發展發展
湖北廣濟藥業向世界一流製藥企業邁進湖北廣濟藥業向世界一流製藥企業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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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滋經濟開發區松滋經濟開發區

荊楚明珠荊楚明珠 盛世樂鄉盛世樂鄉
——蓬勃發展的湖北省松滋市蓬勃發展的湖北省松滋市

美麗的洈水風景區美麗的洈水風景區

松滋中心城區松滋中心城區

全國文明村三堰淌村全國文明村三堰淌村

廣州增城市位於廣東省中部，地處珠三角
廣佛肇與穗莞深兩大經濟圈交匯處，是珠三角
東岸城市黃金走廊上的重要節點、穗深港 「創
新主軸」上的成果產業化基地，是廣州實施
「東進」戰略的橋頭堡。全市面積1616平方公

里，現轄6個鎮、3個街道，增城經濟技術開發
區於 2010 年 3 月被國務院批准為國家級經濟技
術開發區，是廣州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核心
區。全市共有 282 個行政村和 37 個社區，戶籍
人口84.58萬。

近年來，增城市認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
觀，以建設生態、休閒、舒適、幸福增城為目
標，走新型城市化發展之路，建設廣州城市副
中心，打造花城、綠城、水城、山城現代田園
生態之城。《廣州國民經濟第十二個五年規
劃》和《廣州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2011—
2020 年）》提出，增城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
要建設成為廣州東部綜合性交通樞紐中心、廣
州東部高新技術產業帶、廣東省統籌城鄉綜合
配套改革示範區，並把以增城開發區為核心區
之一的廣州東部高新技術產業帶的建設，作為
廣州2015年基本建成國家創新型城市的基礎。
當前增城開發區正實施 「一區多園」發展模
式，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為主導，組團式、集約
化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
務業相互融合，互動發展，經濟社會實現了又
好又快發展。

2011 年，全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 788.19 億
元，同比增長13%；工業總產值1786.61億元，
增長 16.27%；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 46.66 億

元，比上年實績增長15.3%。全國縣域經濟基本
競爭力由 「十五」期末的第 19 位躍升到第 9
位，各項主要經濟指標連續11年領跑全省68個
縣市。先後榮獲聯合國 「世界和諧城市提名
獎」、 「國際旅遊名城」、 「國際最佳旅遊度
假勝地」、 「中國全面小康 10 大示範市」、
「中國和諧之城」、 「全國科技先進市」、
「全國綠化模範市」、 「全國綠色小康市」、
「廣東省文明城市」、 「2009 中國最具幸福感

城 市 」 和 「中 國 改 革 （2009） 年 度 十 大 縣
市」、全國首個 「生態文明建設示範市」等稱
號。

增城建縣於東漢建安六年，是著名的荔枝
之鄉、全國最大的牛仔服裝生產基地、廣州東
部新興的工商業城市，有白水寨、湖心島、小
樓人家等景區，堪稱珠三角生態大花園。有南
宋丞相崔與之、明代三部尚書湛若水等歷史名
人，是傳說中八仙之一何仙姑的故鄉。

增城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同志
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聯繫點。按照
中央、廣東省委、廣州市委的部署和要求，在
中央、省、市各級領導和駐點聯絡指導組的高
度重視、悉心指導下，認真貫徹落實胡錦濤總
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和李長春同志到增城市視
察調研時的重要講話及一系列指示、批示精
神，突出實踐特色，突出破解發展難題，突出
實際成效，着力構建長效機制，堅持走新型城
市化道路，把增城建設成為花城綠城水城現代
田園生態之城，創建全國科學發展示範市。

增城新城市中心-美麗的掛綠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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