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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位于机场高速金渝立交旁的
砂之船奥特莱斯人头攒动。

“前段时间，重庆砂之船奥特莱斯10周
年店庆活动带来了销售高峰，让我们业绩好
于预期。更为重要的是，今年3月在新加坡
交易所上市的重庆砂之船不动产投资信托项
目表现优异，整体入住率近95%，年化收益率
可望达到7.6%。”砂之船集团首席财务官杨
东升说。这位民营企业的财务管家，对实现
今年目标信心满满。

砂之船不动产投资信托（REITs）项目，
是亚洲首个奥特莱斯REITs项目，是中新
（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以下简称：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今年的“代表作”之一。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启动实施三年来，创新举
措相继落地，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各领域合作
亮点纷呈。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底，中新
双方共签约137个合作项目，在金融服务、航
空产业、交通运输、信息通信等重点领域，推
动一批战略性、示范性项目落地，总金额逾
219亿美元，围绕“现代互联互通和现代服务
经济”这一主题，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在帮助民
营企业跨境融资、开辟建设陆海新通道、促创
新智能化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探索。

民营企业跨境融资有了新渠道

砂之船（REITs）项目开辟了民企跨境股
权融资新渠道，对中西部地区民营企业到国
际市场融资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

“新加坡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如何借助
新加坡的这一优势，为重庆乃至西部地区的
企业开拓更宽广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是金融服务领域合作的主要任务。”重庆市中
新示范项目管理局局长韩宝昌说。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落地重庆后，人行重庆
营管部（重庆外管部）、重庆市中新示范项目管
理局、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等密切配合，研
究政策创新和运用，引导金融机构探索新型金
融工具，打通跨境融资新通道，让企业能够充
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韩宝昌介绍，为打通跨境融资新通道，重
庆做了很多探索，归纳起来可以用“三步走”
来概括：

第一步，重庆联合有关部门争取到跨境
人民币创新业务、境外发债资金调回结汇使
用等创新试点政策，为各类融资渠道的建立
奠定了基础。

第二步，重庆通过出台指导性文件、召开
融资项目协调会等多种方式，引导金融机构深
挖市场需求，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地方
法人银行的国际业务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

第三步，重庆谋划并邀请标准普尔、惠
誉、穆迪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来渝考察，有效争
取到国际评级机构对我市经济发展和信用环
境的充分认可。

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重庆又加强对重
点项目和企业的跟踪指导，帮助企业协调解
决各环节的实际问题，切实推动多个示范性
项目落地。除砂之船REITs项目外，重庆在

全国率先开展“出口双保通”贸易融资等一批
金融创新产品及业务，有效拓宽中小出口企
业融资来源等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引进
新加坡国际资本，有力促进了重庆民营经济
发展。

如中新互联互通项目采取一企一策方式
精准服务，帮助民营企业有针对性地选择最
优融资模式，并通过出台指导性意见、召开政
策培训会、银企对接会等措施，积极引导金融
机构为民营企业跨境融资提供服务。目前，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项下已有力帆集团、小康
工业、隆鑫控股、诚润机械等10余家企业实
现跨境融资20余笔，金额合计约12亿美元，
综合融资成本约为4.06%。

韩宝昌介绍，目前，利用已落地的金融创
新政策，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下，企业可结合
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和自身需求，灵活选
择国际商业贷款、境外发债、融资租赁、银团

贷款、REITs等方式进行跨境融资，囊括人民
币、美元、新元、欧元四个币种。

“两国五方”合作共建“陆海新通道”

10月29日，一列满载25个40尺箱的冷
链货运列车驶入西部物流园团结村集装箱中
心站。这是今年6月涉入冷链运输以来，对
接“一带一路”的中新互联互通陆海新通道开
行的首列冷链专列。

自2017年9月25日正式启动运行一年
多来，中新互联互通陆海新通道复合运行格
局已全面形成：

截至今年10月31日，“渝黔桂新”铁海联
运班列累计开行419班，实现“天天班”双向对
开，目的地覆盖全球66个国家、131个港口；

国际铁路联运（重庆—河内）班列已完成
双向测试，累计开行25班；

重庆—东盟跨境公路班车，累计发车
510次，服务网络延伸至越南、泰国等地。

此外，兰渝专列累计发运商品车专列90
列，陇桂专列发运26班，黔桂专列发运4班。

值得一提的是，中新互联互通陆海新通
道形成了“合作共建机制”，重庆积极发挥运
营中心作用，联动有关省区，在通道建设区域
合作机制上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1+3+
1”共商共建共享格局。

“1”即1个省际联席会议制度，去年8月
重庆、广西、贵州、甘肃四地建立省际联席会
议制度，今年青海、新疆2个省区已在工作层
面加入了共建机制；“3”即3个工作支撑体
系，重庆、广西、贵州、甘肃、青海等省份和部
门先后签署协议，形成了关检、铁路、金融三
个工作支撑体系；第二个“1”即1个平台公
司，重庆和广西合资组建南向通道铁海联运
平台公司，吸纳新加坡、甘肃、贵州物流企业
加入，形成“两国五方”运营平台。

中新互联互通陆海新通道还得到“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今年，重
庆市政府派出代表团，多次出访新加坡以及
越南，并在新加坡和越南河内分别举办通道
专题推介会。越南、老挝等国家政企代表团

还相继来渝对接通道合作，其他国家也对通
道建设充满期待。目前，重庆有关企业已先
后在新加坡、越南、香港等地设立3个中新互
联互通陆海新通道国际货物集散中心，将进
一步提升通道分拨效率，助力形成全球性物
流网络。

一大批项目与合作推动重庆
智能化提速

8月23日-25日，2018中国国际智能产
业博览会在重庆举行，新加坡以主宾国身份，
全面展示新加坡在大数据、智能化方面的先
进技术和应用。

新加坡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智慧城市建设
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重庆正在大力实施以大
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
计划，着力培育智能产业、提升智能制造水平、
推广智能化应用，加快推动“重庆制造”向“重庆
创造”“重庆智造”转变。面对新的趋势和新的
发展阶段，深化信息通信领域合作对渝新双方
来说，可以通过合作实现“互惠共赢”，中新互联
互通项目则成为推动双方合作的“桥梁”。

首届智博会前夕，新加坡贸工部部长陈
振声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伴随
中新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的推进，重庆与
新加坡在政府、民间往来日益密切，通过相互
学习交流，合作越发广泛，未来在大数据、智
能化领域一定有更广阔的空间可供开拓。

新加坡樟宜机场是全球首个、也是拥有
最多主题花园的机场。目前，在智慧机场方
面，樟宜机场与重庆机场已展开全方位的合
作，未来的重庆江北机场将增添更多智慧场
景。而在智慧旅游方面，新加坡浮游科技有
限公司不仅与重庆的洪崖洞合作，推出可监
控景区人流量的软件平台，还在智博会上发
布首个专供重庆的智慧旅游产品——“爱重
庆”APP。

据统计，今年智博会期间，新加坡有40
余家科技企业、200位企业代表参会，设立了
专门展厅，展示其先进技术和智能化应用产
品，与参会中方企业进行了广泛的沟通和交
流，达成了一批合作意向。借助新加坡智慧
国建设经验，重庆与新方共同推动两地在物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合作。

下一步，重庆将推动新加坡信息通信领
域企业积极参与重庆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助
推我市打造西部地区信息通信枢纽和互联网
经济高地建设。

助民企融资 建陆海新通道 促创新智能化

三年来重庆推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做了这些事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记者 陈虹 实习生 唐璨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随着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
海开幕，中国迈出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
步。11月7日，重庆海关发布十六项举措，

助重庆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
便利化。

这十六项举措包括：大力推广“一体化”
通关、精简进出口环节监管证件、推进跨部门
联合检查作业、加大非侵入式查验比例、持续
压缩口岸整体通关时间、实现7×24小时通
关常态化、推动货物进出口“提前申报”、实施
货物“先放后税”税收征管模式、推广货物“先
放后检”检验监管模式、实施生鲜蔬果产品

“即到即放”作业、扩大税费电子支付适用范
围、实行企业年报“多报合一”、实施“两仓”信
息化监管、支持口岸监管区“场外场”建设、支

持重庆进口商品分销体系建设、支持重庆智
慧口岸建设。

重庆海关副关长孙伟介绍，这十六项举
措的发布，将有效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优化
重庆各口岸营商环境。以大力推广“一体化”
通关为例，该项举措实施后，一线进出口货物
实行企业在重庆属地申报，货物在口岸完成
查验放行作业，企业自主选择境内运输方式，
降低运输成本；而精简进出口环节监管证件
这一举措，将需要在进出口环节验核的监管
证件由86种减至48种，除安全保密需要等
特殊情况外，依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完成

全部证件的联网，实现通关环节比对核查；实
现7×24小时通关常态化举措，则是依托“互
联网+海关”一体化网上办事平台，在重庆关
区江北国际机场空运口岸货物即到即查即放
的基础上，全面实行其余口岸7×24小时网
上预约通关，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已放行货物
7×24小时进出区，跨境电商已放行包裹7×
24小时自主出区。

通过这些举措的实施，重庆口岸进出口
整体通关时间有望进一步压缩。孙伟介绍，
去年，重庆口岸进口和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分
别是239小时和 15.12 小时，按照压缩1/3

的目标，年底要压缩到159小时和10.18小
时。经过重庆海关与重庆市政府相关部门
积极配合、深入调研，找准问题对口岸整体
流程进行优化，今年10月，重庆口岸进口和
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已分别压缩至98.53小
时和7.04小时，提前并超额完成压缩三分之
一的任务。“到2020年，重庆口岸进口和出
口整体通关时间，将在此基础上再压缩
50%。”

除此之外，这十六项举措还包括了运用
大数据、智能化，提升通关效率的措施，如加
大非侵入式查验比例这一举措，将在水运、铁
路等口岸部署大型集装箱查验设备（H986），
机检查验比例达到50%以上，推进“智能识
别”“先期机检”的实际应用，开展大型集装箱
检查设备集中审像；支持重庆智慧口岸建设
的举措，明确了重庆海关将完善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系统功能，支持建立口岸智能作业平
台，应用统一的数据交换标准，实现口岸部门
间信息共享与协同，以及运用信息技术手段，
提升口岸智能监管水平，扩展智能应用范围，
强化公共服务能力。

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

重庆海关发布十六项举措
到2020年，重庆口岸进口和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将再压缩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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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城市
品质提升工作的总体部署和区委关
于建设“高质量产业之区，高品质宜
居之城”的工作要求，大渡口区城市
管理局在区委、区政府的指导下，全
力实施“增绿添园”，在全区范围的重
点路段、交通节点栽植开花小乔木、
色叶植物、多年生宿根花卉。

目前，全区已累计改造绿地面积
16.5万平方米，新建改建公园绿地项
目16个、面积约21万平方米，系统推
进城市品质不断提升。

隔离花器 提升颜值

白色栅栏式的长方形箱体、争奇
斗艳的西洋杜鹃，在大渡口区文体支
路的人行道两旁，一个个亮眼动人的
隔离花器取代了原本褪色的地桩，成
为守卫市民安全的新面孔。

它们能有效防止车辆乱停靠、违
规驶入人行道，对加强干道秩序、提
升城市品质起到了极大作用。

在深秋暖和的阳光下，艳红的杜
鹃犹如一条彩色丝巾装饰了大街，也
为车来人往的繁忙道路增添了别样
风景。

与市政隔离设施改造相结合，大
渡口调整现有植物资源，在区行政中
心、春晖路、迎宾大道等路段附近合
理配置花器，在确保景观效果的基础
上，减少资金投入，最优性价比得到
了广大市民的一致赞扬。

“鲜花蛮漂亮的，挺适合拍照。”
“美观不说，比地桩好认多了，开

车的时候不容易发生擦挂。”
“这个花盆以前放在路口，只以

为是装饰，没想到功能还挺大。”
放眼望去，不仅是靓丽的隔离花

器，崭新的绿化隔离护栏统一规范，
和整洁宽敞的街道交相辉映，更是让
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除了合理配置花器，我们还从
中央隔离带的防护栏入手，处处‘添
绿’。”大渡口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说，“过去的防护栏样式繁杂、日渐
陈旧，现在我们选取的绿色护栏规格
一致、高度适中，整体美观很多。”

如今，大渡口已在全区范围全面
推行市政设施品质提升工程，多方面
提高城市环境颜值。

目前，已累计实施城市桥梁、人
行天桥、隧道等涂装改造24座、面积
5.5万平方米，防撞护栏涂装及部分
交通标识牌整治1.2万米，完成隔离
设施提质 42183 米、占任务量的
168%，进一步美化了市容市貌，为打
造高品质城市打下坚实基础。

整治菜地 还绿于民

从鑫瑞安置房小区经过去办事
的周涛突然发现，这条久不走过的路
有了大变化：内环快速路旁边原生态
的菜地不见了、空气中的怪味没有
了、满地的泥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

是平整的透水砖、干净的步道、塑胶
小广场和郁郁葱葱的树木植被，俨然
一个小而精致的休闲公园。

“以前我经常过来办事，这片全
是菜地，泥土飞扬不说，施肥的味道
难闻得很。”周涛笑道，“没想到几个
月的变化这么大，我差点以为走错
路。”

作为城市顽疾，“菜地”乱象不
但影响城市面貌，有的还会成为垃
圾倾倒的场所，另一方面，裸露土壤
造成的扬尘也会使周边居民深受困
扰。

为切实提升群众的居住环境品
质，让群众更有获得感，大渡口区全
力做好“增绿添园”民生实事，重点在
老旧社区、公租房和安置房周边新建
改建公园绿地项目。

目前，根据优化配置，鑫瑞社区
坐拥绿地面积约1.38万平方米，栽植
高大乔木银杏、桂花等204株，开花
小乔木垂丝海棠、照手桃、低分枝桂
花等161株，栽植了珊瑚、春鹃、红叶
石楠、金叶女贞、冷水花等灌木12.85
万株，花坛里点缀了球形植物千层金
球和红继木球121株，地被草坪、麦

冬共计2723.4平方米。
“简直想不到这里几个月前还是

一片菜地。逛了一圈，公园里有亭
台、有座椅，确实很惊喜。”周涛笑道，

“我家住得近，以后可以带家人过来
走耍，散步也算有了去处。”

今年，大渡口已陆续完成鑫瑞社
区、紫棠园、凤阳社区等5个公园新
建工作，新增公园绿地面积约4.8万
平方米，并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对公
园进行长期管护，确保“增绿添园”工
作落到实处。

改建游园 推窗见绿

当阳光照耀整座城市时，家住
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跃进社区的张
婆婆已做完了早上的锻炼，走出家
门口的“和苑谐苑”社区公园，提着
自己的一套运动“装备”准备去买
菜。

在“和苑谐苑”社区公园的林荫
道上，芳草萋萋、鸟鸣悦耳，三三两
两的居民聚在一起，或练舞、或闲
谈、或下棋，欢声笑语回荡在一片绿
意中。

“这旁边就是两栋居民楼，居民
挺多，以前一直没什么走耍的地儿，
大家一般就在楼下找个坝子或者走
20分钟去大渡口公园。”张婆婆说，他
们一家在重钢家属区住了几十年，这
一片的设施都比较陈旧，基础设施配
套不齐全。

而今，随着城市品质的不断提
升，可供休闲公园越来越多，大渡口
跃进社区的“和苑谐苑”建成后，张
婆婆的退休生活也过得越发有滋
味。

“上周我们才给城管局的工作人
员反映情况，加了一些开花植物，免
得看腻。”张婆婆乐呵呵地笑道，“现
在种啥花都由我们说了算。”

增绿添园，增的是市民的喜悦，
添的是城市的品质。

如今，“和苑谐苑”社区公园已完
成对原有的天竺桂、香樟、桂花等乔
35棵木和1000平方米绿篱的修枝剪
形，为新栽的绿植腾出了空间。新植
日本晚樱、腊梅等乔木9株，海桐球、
千层金球、红叶石楠球等灌木12个，
木春菊等草本植物1.3万盆，吉祥草、
麦冬等地被植物2200斤，整个公园
显得草木苍翠、生机盎然。

包含“和苑谐苑”在内，今年以来
大渡口已累计改建天辰美苑、湖榕景
苑等居住区小游园10个、改建面积
约16.5万平方米，赢得周边群众的一
致好评。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补植花
草，小游园们均完成了改造升级。还
按居民意见更新、增设了公共桌椅、
健身器材、垃圾桶等配套设施等，赢
得居民纷纷点赞。

詹米璐 王彩艳 许伟
图片由大渡口区城管局提供

大渡口：再添城市绿意 共享品质生活

““和苑谐园和苑谐园””社区公园社区公园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渝黔桂新铁海联运常态化运行班列，在重庆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团结村
中心站）发出。（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熊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