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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办 督 查 激 励 看 重 庆 ③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报，对2017年

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
地方予以督查激励。其中，“因积极优化营商
环境、推进内贸流通体制改革和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促进外贸继续回稳向好及落实外资政策
措施成效明显，今年将获得优先支持其行政区
域内1家符合条件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扩区或调整区位”成为重庆以市为单位获得的
督查激励之一。

能够获得国务院办公厅点赞，重庆商贸做
了哪些工作？

内贸改革
消费市场稳定增长

2017年被称为“新零售”元年，在重庆，各
种“新零售”形态也出现在生活中：如“超市+餐
饮”形态的永辉“超级物种”、重百精致超市；“直
营+直销”形态的重百阳光世纪、重庆砂之船；

“便利+社区”形态的京东便利店、苏宁小店等。
“新零售”的出现，正是我市大力推进内贸

流通产业结构调整的表现。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17年，我市通

过深化内贸流通“放管服”改革、深入实施“互联
网+流通”行动计划、深入推进内贸流通产业结构
调整、深化内贸流通降本增效改革、深化农村流
通体制改革、创新推进市场一体化等6个方面
18项具体改革举措，推进内贸流通体制改革。

如在实施“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中，我

市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截至2017年，全市建成
电子商务集聚区34个，电子商务主体累计达
到15.5万家，建成区县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
中心23个、镇乡及村电子商务服务站点6071
个。2017年全市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1万亿
元，同比增长17.6%。

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我市以发展会展经
济拉动消费。去年，通过举办第二十届渝洽
会、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第十二届年会、第97
届全国糖酒会等大型展会，全市会展直接收入
152.8亿元，拉动消费1181.6亿元。

在降本增效改革上，我市则创新建设现代
商贸物流，一方面打造国家级物流基地，基本
建成团结村、南彭、两路航空、寸滩港、果园港、
东港“三基地三港区”国家级物流集群；另一方
面，构建起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到2017年底，
共建成公用型仓储230多万平方米，城市末端
公共取送点1700个，区县电商物流配送中心
15个、镇乡和村物流网点3716个、镇村电子商
务服务站点6071个……

“通过这些举措，我市建成了一批智慧商
圈、智能电商、智慧物流、智慧市场等创新示范
项目，内贸流通改革取得成效。2017年全市
实现社零总额8067.67亿元，同比增长11%。”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结构优化
对外贸易增速由负转正

数据显示，2017年，我市实现外贸进出口
总额4508.2亿元，增长8.9%，实现了外贸进出

口增速由负转正。重庆位列进出口排名全国
第12位、西部第2位，其中出口2883.7亿元，
排名全国第11位、西部第1位。

这些数据的背后，则是我市全力打造内陆
开放高地、促进外贸结构优化取得的成效。

2017年，重庆开放通道不断完善、开放平
台不断丰富、口岸功能不断强化。

开放通道方面，长江黄金水道作用进一步
强化，重庆港集装箱年吞吐量突破100万标
箱；中欧班列（重庆）进一步拓展，累计开行超
过1500列；南向通道功能基本形成；开通国际
航线68条，旅客吞吐量突破3871万人次，货邮
吞吐量36.5万吨。

开放平台方面，重庆初步形成国家级新
区、自贸试验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等完善的开
放平台体系，获批开展贸易多元化、跨境电子
商务、加工贸易承接转移、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等多项重大改革试点。

口岸功能上，重庆已建成7个口岸和11个
具有口岸功能场所，建成汽车整车、冰鲜水产
品等8类特殊商品进口指定口岸。

依托这些开放平台，全市外贸结构也不断
优化。从贸易结构看，形成了一般贸易和加工
贸易协同发展格局：2017年1-11月，全市一
般贸易进出口1645.5亿元，增幅持续扩大；认
定加工贸易示范园区 8 个，实现加工贸易
1878.6亿元，增长26.1%。

从贸易业态看，全市外贸新兴业态快速发
展，其中总部贸易和转口贸易放量增长；汽车

整车进口实现4762辆，增长76.7%。
从贸易产品看，则日趋多元：2017年1-11

月，全市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加工贸易进出
口1878.6亿元，增长26.1%，占全市外贸总额
的46.2%，较去年同期提升6个百分点。汽车、
摩托车及零部件出口保持增长，金属铜、铁矿
砂等大宗商品进口放量，分别是去年同期的
8.3倍和7.5倍。

政策创新
营商环境越来越好

成本更低、机会更多，这是不少企业落户
重庆的理由。在“改革高地”的重庆自贸试验
区，一系列政策的落实和创新，让重庆与世界
做生意更便利。

在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重庆西永综
合保税区、重庆铁路保税物流中心（B型）和
重庆南彭公路保税物流中心（B型），聚集着
天猫国际、网易考拉、唯品会、蜜芽、重庆宝妈
时光等百余家全国性大型电商企业。每天，
数万个订单从这些企业的仓库发出，到达全
国消费者手中。

跨境电商企业为何齐聚重庆？“自2016年
1月获批设立跨境电子综合试验区以来，我市
大力推动先行先试，创新监管模式。如去年8
月起我市对跨境电商放行包裹实施‘7×24小
时’出区，大幅度压缩了通关时间，提升了通关
效率。”重庆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

入驻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的唯品会跨
境电商西南运营总部项目相关负责人告诉重

庆日报记者，过去从收到订单到包裹打包出
区、开始配送要2天左右，而随着“7×24小时”
制度的实施，收到订单后能随时向海关申请报
关、审查，最快1小时商品就能通关。

随着通关时间减少，一方面降低了公司的
成本，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提升了消费体验，带
动跨境电商消费增长。2017年，该公司在渝
仓库处理订单量已超过185万单，同比增长约
480%；其中，重庆地区用户订单量约73.3万
单，有80%以上实现了当日达或次日达。

据重庆海关统计，2017年，重庆跨境电商
订单量达1500万单，进出口贸易值达33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63%、60%，其中订单量位居
全国第六。

办事越来越便利，营商环境越来越好，重
庆自贸试验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入驻。
数据显示，2017年，自贸试验区范围内新增市
场主体11695户，落户项目692个，合同金额
3007亿元。

更重要的是，飞机保税租赁、数字经济、毛
坯钻石加工、咖啡现货交易、平行进口车等一
大批新兴业态也在重庆迅速崛起。如去年12
月，重庆自贸试验区与春秋航空合作，通过
SPV（特殊目的机构）方式，从境外直接引进一
架货值5000万美元的飞机落地，实现飞机保
税租赁业务“零突破”,成为第三批自贸试验区
中率先开展飞机保税租赁的城市。截至目前，
重庆自贸试验区已完成保税租赁飞机2架，货
值1亿美元。预计今年将完成10架飞机保税
租赁，货值达到5亿美元。

重庆商贸发展凭啥获国办点赞
内外贸融合创新 营商环境越来越好

本报记者 杨艺

对流经村里的这条木渡河，南川
区南平镇红山村村民过去一提起便直
摇头。“木渡河的河道是上个世纪50年
代修的，河道垃圾淤积，不但臭，而且只
要下大雨就会泄流不畅，河水会很快涨
起来，沿河的农田庄稼经常被淹没。”5
月10日，重庆日报记者在红山村采访
时，该村三组村民陈方毛说，没想到，
不过一年时间，木渡河完全变了样。

木渡河变了模样，与南川区采取
多项举措治理河库有直接关系。
2017年以来，南川区通过“负面清单”

“水质监测”“总河长通知书”“一河一
警”等措施，有力解决了河库“看不得、
闻不得、去不得”问题，群众从河长制
工作中感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进
得去”的实惠。

一张“负面清单”摸清
河库家底

“南川水资源丰富，全区有大小河
流216条。”南川区水务局局长杨德兴
介绍，河长制工作启动后，为找准河库
污染源头，南川第一时间开展了河库
问题调查，重点采集河库基本情况、各

类污染源、入河排污口设置、河堤安全
等信息，为全区河流、水库上户口，并
分类整理、登记造册、统一编号、立卷
归档，建立河库档案102盒，实现了

“一河（库）一档”。同时，以河库问题
为导向，以落实责任为手段，以整改治
理为目标，按各级河长和部门单位的
职责划分，对全区河库中存在的564
项问题，逐一落实整改治理责任领导、
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形成了全区河库
问题整改的负面清单。

随后，南川按照河库问题大小、污
染程度的不同，将河库分为三类，实行
分类管理。安全隐患较大或污染较为
严重的河库为A类，请专业机构编制
治理方案，落实投资较大的工程措施；
安全隐患较小或污染较轻的河库为B
类，采取必要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
治理；基本无安全隐患或无污染的河
库为C类，采取加强河库保护的非工
程措施。截至目前，南川区已完成27
条区级河流、16座小（一）型及以上水
库“一河（库）一策”治理方案编制，项
目施工正有序展开。“眼看河道整治完
工了，臭味也没了，庄稼也不会被水淹

了。”陈方毛说，如今木渡河变了样，全
村正商量发展乡村旅游。

加强水质监控精准落
实责任主体

杨德兴说，南川区除了对河库水
质进行整治，还在每条区级河流流经
的乡镇（街道）出境断面和饮用水源水
库都设置了水质监测点，一共83个，每
月定期监测水质指标，实现了“一河一
站”监测全覆盖，按时间先后顺序和上
下游点位情况进行对比，绘制直观的水
质变化图表，对数据进行精准分析。

若出现水质变差或不达标的情
况，检测部门将及时提醒、约谈相关河
长，帮助其分析原因，督促其尽职履
责，完善措施限期整改。

“对水质污染的重点、难点、关键
点，我们不回避、不绕行，勇敢面对、寻
求解决办法。”杨德兴说，针对个别点
位水质多次不达标或连续下滑的情
况，区级总河长会亲自过问，查找问
题，在明确责任的情况下，签发《总河
长通知书》，以总河长手令的形式，及
时将治理任务交办给区内各级河长，

相关河长按《总河长通知书》要求，迅
速行动，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克难攻
坚，治理解决水质问题。目前，南川区
共签发《总河长通知书》6份，强力推
动重大污染问题的解决，境内水质状
况改善明显。

创新设立河（库）警长
联合执法惩处违法行为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在南川人民
广场的滨江路上，发现一名警官正沿
着河岸巡查，其右臂上佩戴着醒目的
袖标——“河警”。这名河警叫曹广，
是南川区西城派出所副所长，也是南
川区65名河（库）警长之一。从去年
开始，除了派出所的日常工作外，曹广
还要每周巡视流经辖区的大溪河凤嘴
江段。

为了严惩涉河污染违法犯罪行
为，南川区在较大的河（库）创新设立
河（库）警长。按照“一河一警、严格执
法”要求，区公安局和各派出所负责人
对应参加部门或属地河长制工作领导
小组。区公安局通过无人机在重点时
段对重点河流进行空中巡查，以联席
会议形式统一布置和落实人防、技防、
物防等措施。同时，河警配合环保、水
务部门持续开展联合执法，跟进刑事
行政查处，有力遏止了涉河污染违法
犯罪行为。数据显示，一年来，南川河
（库）警长共查处涉水违法案件42起，
处罚金325万元，行政拘留3人，执行
逮捕8人。

南川区创新制度实施“一河一警”

65名河警长沿河巡查共保水质
本报记者 王伟

4月26日上午，武隆区芙蓉街道
中兴村大山深处，外来老板张信华的
苗圃里，村民们正有条不紊的忙碌
着。

见中兴村党委书记梁胜武向苗
圃走来，张信华赶紧迎过去：“梁书
记，这野生兰花品种确实不错，在主
城市场供不应求，多亏你当初向我推
荐。”

把产业空心村建成花果村，是梁
胜武的小目标，他说服成功人士来村
兴办企业，劝说村里能人回乡创业，
让落后的中兴村到处瓜果飘香……

空心村的出路在哪

大山里的中兴村山高坡陡，是个
典型的传统农业村，生活着 780 户
2936名村民。以往，大多农户家庭经
济收入主要靠外出务工，村里闲置的
土地曾达三成以上。

梁胜武暗下决心，一定要引进企
业发展产业，把外出村民都吸引回
来！让闲置土地产出“金蛋”来。

梁胜武考察后发现，不少富裕村
的产业发展得好，都拥有一个重要的
基本条件——交通便利。

“我们村境内有中桐公路和渝湘
高速公路穿过，还有渝怀铁路货运
站，这不正好具备了发展产业的绝佳
优势么？”梁胜武有了招商引资的信
心。

引来企业干出示范

第一个被梁胜武请来村里考察
的老板，就是在南川从事多年花卉苗
木种植的张信华。

当时，梁胜武带着张信华在村里
转了一圈，拍着胸脯保证：无论张信
华看上那一块土地，村里一定协调好
流转问题，保证让公司建设畅行无
阻；无论张信华何时需要聘多少人，
村里一定把人员召集来，保证不出现
用工难题。

2012年，中兴村第一家企业入驻

了——张信华成立武隆县绿乐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投资600余万元打造
了80余亩花卉苗木基地。中兴村的
十来个村民第一次在家门口实现就
业，月薪3000—10000元不等。

有一次，梁胜武向张信华推荐，
大山里的野生兰花长得不错，可以试
着培育一下，可以丰富基地的花卉苗
木品种。张信华听从了梁胜武的建
议，野生兰花选育成功，供不应求。去
年，张信华的公司年产值达200万元。

梁胜武深知，要将中兴村打造成
花果村，一个企业的带动力毕竟有
限。于是，他利用一切机会为村里

“代言”，号召外地成功人士来中兴村
干事兴业。

2016年，种植大户朱晓萍也被引
来了——梁胜武带领村干部做好了
一切服务工作，助其50多亩无花果基
地顺利建成。去年，朱晓萍的无花果
开始挂果，吸引了不少城里游客入园
采摘。

花果村雏形已现

“是时候发动村民‘下海’了！”看
着外来老板在村里的产业风生水起，
梁胜武开始向心动的村民算账：“一
亩玉米能卖多少钱？一亩水果能卖
多少钱？仔细算一算，种植水果收入
能翻几番！”

张炼是塘垭口组组长，在水果种
植方面颇有经验。在梁胜武建议下，
张炼带头成立桉锐种植专业合作社，
以大户带动小户的形式，发展了1000
亩李子。

同样，桃子坝组村民任清顺也被
梁胜武说服，返乡种起了200亩脆桃；
斑竹林组村民张豪平回乡办起了微
企，建起了年出栏500头生猪的生态
养殖场；三叉组的村民计划种植500
亩老鹰茶，正寻求老板前来入股经
营；几个村民正计划振兴本地“中兴
柚”，标准化种植500亩……

去年，中兴村村民人均年纯收入
6800元，较五年前翻了一番。

“如今，村里到处瓜果飘香，我的
小目标快要实现了。”梁胜武说，下一
步，他还要给自己定一个新的小目
标，引来老板办农产品加工企业，让
更多村民返乡就业。

武隆区中兴村党委书记梁胜武引来花卉
苗木种植大户带动村民创业

产业空心村变成花果村
本报记者 汤艳娟 通讯员 付琳眉

本报讯 （记者 任雪萍）“在
江姐生活战斗过的地方观看《江
姐》，令人惊喜，意义重大。”5月10
日，由重庆市川剧院倾力打造的新
版川剧《江姐》在重庆大学虎溪校区
大剧场上演，沙坪坝区委中心组（扩
大）学习观看了演出。

《江姐》取材于小说《红岩》，讲述
了江姐在一次秘密接头中，被叛徒出
卖落入敌网。在狱中，受尽酷刑仍坚

持斗争，最后英勇就义的故事。
沙坪坝区就是《江姐》故事的主

要发生地，剧中江姐的人物原型江
竹筠曾经在沙坪坝区回龙坝镇生活
和战斗过，并在此加入中国共产党；
她生命中最后的一段历程也在沙区
度过。1948年，江竹筠不幸被捕
后，关押在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监
狱。面对敌人的各种严刑拷打，她
始终不折不挠，最终英勇就义于歌

乐山电台岚垭，用实际行动践行了
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不怕牺牲的铮
铮誓言，成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上
千人的剧场座无虚席。当市川剧院
院长沈铁梅扮演的江姐含笑奔赴刑
场，为共产主义理想奉献自己的宝
贵青春和生命时，音乐《红梅赞》响
起，舞台上下歌声交汇，掌声阵阵。

“以前，中心组学习大多采用开

会或学习材料，而这次观看《江姐》
的方式更有意义，让我明白了一个
党员应担负的责任和使命。”童家桥
街道党工委书记王金亭说。

据了解，新版川剧《江姐》由市
委宣传部、市文化委、市川剧院、沙
坪坝区人民政府、奉节县人民政府、
重庆市沈铁梅文化发展基金会联合
出品。该剧还将于11日、12日在
这里连演4场。“江姐的事迹发生在
沙坪坝区，是我们的骄傲。因此，我
们想通过多场观看，让更多的共产
党员接受革命先烈英雄事迹的精神
洗礼，让更多民众走进剧院观看到
这部优秀剧作。”沙坪坝区委宣传部
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江姐战斗过的地方看《江姐》
新版川剧《江姐》将在沙坪坝区连演5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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