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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嘉宾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

员 管涛
重庆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 易小光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

行院长 王文

重庆自贸试验区的发展，离不开
金融政策的支持。4月15日，中国（重
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智库专家会上，有
专家提出，应在金融领域下功夫，推动
重庆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开放试点。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管涛认为，重庆自贸试验区应该以投
资贸易便利化为抓手，围绕服务实体
经济、防控风险、深化改革，按照金融
工作会议的三位一体的工作要求，推
动金融开放的创新试点。

具体来说，他认为有三点：一是
做好国际物流大通道，围绕多式联
运，探索物流金融，并通过大数据等
技术防范风险，使得金融领域有实质

性进展；二是考虑离岸金融业务，让
更多大银行参与进来，包括已能做离
岸金融业务的招行、浦发、平安、广发
等四家银行，让金融服务更加到位；
三是支持区内试点外汇风险管理政
策，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汇率风险
规避的手段。

重庆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易小
光认为，要以便利结算和双向流动
为重点，推动金融创新。同时他表
示，要将供应链、金融、物流等结合
起来，提高融资、物流的效率，降低
融资、物流的成本，改变我们区位方
面的相对劣势。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
行院长王文则表示，重庆自贸试验区
的发展，无论是金融领域，还是其他，
都要掌握充足的话语权，把重庆的案
例、重庆的故事讲好，才能赢得世界的
认可。同时，在进行金融改革，或者其
他改革试点时，要允许纠错机制的存
在，激励大家敢于去做，不怕出错。

推动重庆自贸试验区
金融改革开放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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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自贸试验区已挂牌一年，在不少领域
取得良好的成效，当然也有许多地方仍在探
索。在重庆大力打造内陆开放高地之时，重庆
自贸试验区乃至整个重庆未来该如何实现高
质量发展？

4 月 15 日，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
区举行首次智库专家会，18位智库专家为
重庆自贸试验区，以及整个重庆的发展建
言献策。

当天发言中，不少专家都认为，无论是
自贸试验区，还是城市发展本身，重庆都
应与“一带一路”倡议结合起来，抓住“一
带一路”带来的机遇，同时也服务“一带一
路”。

重庆自贸试验区发展应结合
“一带一路”

“在我看来，重庆的地缘优势突出，功能也
应该与全国其他自贸试验区不一样。”上海
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王新奎认
为，重庆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应该紧密地结合

“一带一路”倡议。
在他看来，新的全球经济不是以国家为单

位，而是以城市为单位。城市体量有多大，功
能定位于什么地方，就能有多大的吸纳力和辐
射力。而重庆位于“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
的联结点，也有足够大的体量，若围绕“一带一
路”下功夫，重庆自贸试验区便能吸引更多沿
线国家的关注。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也认
为，国家层面对“一带一路”予以了高度重视，
它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倡议之一，也是中国推进
全球化、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一个长远计
划。“一带一路”的发展空间毋庸置疑，在投资、
经贸、能源、文化等方面带来的影响也是巨大
的。“重庆有长江水道，还有中欧班列（重庆）这
条通往欧洲的铁路，其物流优势非常明显。所
以，重庆在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上，应该以‘一带
一路’为抓手，以自身发展来推动整个西南部
的发展。”

借力“一带一路”扩大开放

自贸试验区是重庆重要的开放平台，而
“一带一路”则为这一平台提供了更好的机
遇。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
李钢表示，重庆自贸试验区建设，要以“一带一

路”为契机，推动落实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要
求，也就是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
的开放格局，优化区域开放格局，加大西部开
放力度。

“重庆自贸试验区要紧紧抓住扩大西部开
放这一核心，利用好新时期、新机遇，整合开放
平台，对标沿海的开放举措，扩大自身开放程
度，助力重庆打造对外开放高地，带动扩大西
部的开放。”李钢如此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
员张燕玲指出，重庆自贸试验区应该让更多中
小企业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要为别人
搭“桥”，这样既让更多企业“走出去”，也能实
现拓宽自身开放程度的目的。

“昨天参观了重庆的咖啡交易中心，它是
一个电商平台，它也是‘桥’。这样的方式，重
庆在其他领域都可以进行参考。”张燕玲说。

对外经贸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执行
院长林桂军则提出，重庆自贸试验区需要针对
服务业进行更大程度的开放，以此来反哺制造
业。

“服务业的开放应该根据以下原则。首先
是根据产业投入产出关系确定战略重点，我们
服务业开放的目标是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所
以应该全面开放生产性服务业。二要根据行
业的重要性和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设置不同
的开放优先级，比如首先开放商务服务、电信、
批发运输等。三是根据壁垒的高低来进行开
放。四是根据壁垒的限制，优先开放对劳动生
产力影响大领域。”林桂军表示。

发挥自身优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

认为，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重庆自贸试验
区拥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未来则应进一步提升
这些优势。

她称，重庆应该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建立
新能源的对外开放高地；利用好自身众多的经
济功能区，用足用好用够现有的优势政策，创
造各类经济功能区的集成优势；形成三大枢
纽，创造新的比较优势；抓住未来的发展趋势，
创造重庆的先发优势。

“重庆有人力和制造业优势，所以在国家
工业园区、农业园区建设上也做了一些探索。
中国制造2025，则能够使重庆从低端迈向高
端，从而实现飞跃。”国务院参事何茂春认为，
鉴于这些优势，重庆更需要国内其他市场和海
外市场，要让重庆与全国、全世界的市场联结
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就必须发挥自贸试验区
的作用，进一步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之中。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祁斌则
认为，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重庆自贸试验
区在与东南亚、中东欧的对接上，有自己独特
的优势，尤为体现在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上。
他建议，要发挥这些优势，首先要实现自贸试
验区的自由性和便利性，其次是给予实在的优
惠政策，三是注重产城融合。

太库科技副总裁熊磊表示，结合重庆的资
源优势，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创新创业建设：第
一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第二是科教兴市
和人才强市；第三是建立全产业链的创新创业
孵化体系。

营造更完善的物流

开放离不开物流的发展，重庆从开放末梢
步入开放前沿，其中便得益于打通了几大物流

通道。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重庆的几大物
流通道，也实现了以重庆为中心，“一带”与“一
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有机衔接。
对此，不少专家认为，想要打造好重庆的自贸
试验区，更加完善的物流体系必不可少。

国家开发银行高级专家曹红辉认为，中欧
班列（重庆）是重庆最有特点的物流运输班列，
但它依旧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货源相对单一和
不足、返程空载率高、同质化竞争激烈、成本优
势有限等等。“在我看来，要解决这些问题，需
要打造连接国内各地以及周边地区，乃至亚欧
大陆各个地区物流的一个物流体系，塑造中国
为中心的制造业新兴体系。”

对于中欧班列（重庆），张燕玲则提出，在
政府层面，应为其做一个顶层设计，解决铁路
运输的货权问题。“我们应该让这趟班列获得
更多的认同感，尤其是全球的认同，而它本身
也是一个跨国的事物。”

曹红辉还建议，可以把西永保税区以及两
路寸滩保税区作为中心来重点打造物流园区，
围绕智能制造、电子信息和汽车产业来做专门
的智慧或者智能的物流体系的构造。

“重庆还应该把航空快件作为物流体系建
设的重点。作为内陆城市，只有通过航空，才
能最大程度地缩小跟沿海、周边城市、边境地
区、边境城市的差距。所以航空快件的打造，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在一些产业的
发展。”曹红辉如此表示。

冯氏集团利丰公司及利丰研究中心董事
张家敏表示，一个城市一定要让智慧城市跟
物流互相配合，这样延伸到商贸上就会很容
易。同时，商贸物流节点，也一定要跟仓储物
流整合。

重庆自贸试验区第一次智库专家会议昨日召开

“一带一路”为重庆自贸试验区带来机遇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记者 杨骏

建言专家：
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李敬
美国高通中国区董事长 孟樸
商汤科技首席科学家 林倞
西门子（中国）公司副总裁 马子业

自贸试验区是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重要平台，
这个平台应当怎样布置产业？4月15日，在中国
（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智库专家会会议上，部分专
家认为，应当用大数据智能化来提升重庆自贸试验
区发展水平。

产业发展要做好三个结合

“重庆自贸试验区要弄清楚生产什么？产品卖
到哪里去？怎么卖出去？”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院长李敬认为，用大数据、智能化提升重庆自贸试
验区产业发展水平，须做好三个结合。

首先要与开放产业结合。目前重庆自贸试验
区内布局了许多电子产业，如笔记本电脑、显示器、
手机等，这些产业面临着人工成本增加的问题。正
好重庆在大力推进机器人产业，将电子产业与机器
人产业两大开放产业相结合，用大量机器人替代人
工，不但可提高电子产业智能化水平，还可以降低
成本。

其次，要与物流体系结合。重庆正在建设内陆
国际物流枢纽，但国际物流枢纽不仅需要硬件，也
需要软件，要重视智慧物流，以果园港为重要节点，
以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为重要手段，运用大数据和智
能化将国际物流枢纽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第三，要与市场结合。如东南亚在摩托车产业

方面与重庆构成竞争关系，这就造成“重庆造”摩托
车，难以在东南亚抢占较多市场份额，必须分析周边
市场的供需情况，科学合理地开拓市场。

“三个走”提高产业竞争力

美国高通中国区董事长孟樸则用“三个走”，激
励重庆自贸试验区提升产业竞争力。

第一是“走出去”。虽然重庆是内陆城市，但互
联网、大数据、智能化能抹平许多地域上的劣势，重
庆可以依托自贸试验区，尝试发展数据中心，甚至
离岸数据中心，为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打造核心竞
争力。

第二是“走进去”。重庆目前已成为中国内陆最
大的汽车制造基地之一，中国也已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汽车制造国家和消费市场。重庆应把握这一契
机，利用自贸试验区机遇，吸引更多与汽车产业相关
的大数据、智能化企业落户，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
智能汽车，进一步深入发展壮大汽车产业。

第三是“走上去”。从产业升级的角度来讲，移
动通信产业现在朝着第五代移动通信发展。第五
代移动通信，过去15年从2G到3G、3G到4G，上
网的速度不断加快，已经来临的5G会有一个极其

重要的新应用场景：即万物的智能互联，这个新场
景能广泛运用于工业。重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
造基地，所以自贸试验区应当思考如何结合5G时
代的到来，为重庆工业升级。

智能制造企业看重自贸机遇

智能制造企业，十分看重自贸试验区机遇，将
在重庆大显身手。

商汤科技首席科学家林倞说，商汤科技计划把
握自贸试验区机遇，在两江新区打造人工智能产业
生态链。

“这个计划包括首先在两江新区建一个人工智
能超算中心，以及组建人工智能的产业基金。”林倞
说，商汤科技将以西南总部或者西南研究院的方式
在重庆布局100人以上的研发团队，以吸引更多的
人工智能企业入驻，并形成一个人工智能产业园，
立足两江新区围绕智能交通、智能金融等领域开展
推广研发和产业化。

西门子（中国）公司副总裁马子业也表示，西门
子将在自贸试验区两江新区片区内打造一个数字
化协同创新中心，为重庆大数据、智能化产业培训
人才。

用大数据智能化
提升重庆自贸试验区产业发展水平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记者 杨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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