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个多月前，一批从欧洲发出
的生产原材料，搭载中欧班列运
抵重庆南彭公路保税物流中心
后，又搭上重庆东盟公路班车一
路向南，直抵越南加工厂。

1个多月后，这家加工厂将成
品搬上重庆东盟公路班车，一路
向北运达重庆南彭公路保税物流
中心，经集拼后搭乘中欧班列发
往欧洲。

这批跨境货物的一去一回，
除实现了“门对门”的便捷运输
外，还具有高性价比。它是巴南
区主动助推对接“一带一路”的中

新互联互通陆海新通道建设，大
力发挥重庆公路物流基地的公路
物流枢纽作用的一次有效实践。

连通——
开通重庆东盟公路班

车，打通一条国际公路物
流大通道

来自重庆东盟国际物流园的
数据，截至目前，重庆东盟公路班
车累计发车500余班次，货值约6
亿元，总重超过4000吨。其中，
2018年共计发车288车次，同比
增长550%。

这趟跨国班车是怎么设立
的？10月27日，巴南区副区长张
春平回忆起了往事。

作为重庆主城区南向开放的
重要门户，重庆公路物流基地北临
内环快速路、南跨绕城高速、东联

渝湘高速、西接渝黔高速，可谓四
通八达。早在建设之初，巴南区就
开始思考：怎样利用这一先天优
势，建设一条公路物流大通道来促
进对外开放？

当时，东盟新兴市场迅速崛
起，东盟十国与重庆的进出口额
达到45.8亿美元，成为重庆最大
的贸易伙伴。重庆的汽车摩托
车、装备制造、轻纺、建筑等产业
能为东盟提供工业制造品；同时，
重庆可引入农产品、矿产品等东
盟优势资源性产品，与东盟产业
形成一定的互补性。

为此，巴南区携手重庆交通
大学开展课题研究，派出车队南
下实地考察公路运输线路及沿线
城市与国家的物流需求。经过两
年的考察、研究、论证，巴南区最
终决定：建设一条辐射东盟国家
的国际公路物流大通道——重庆

东盟公路班车，从而带动重庆公
路物流基地成为集重庆南部物流
枢纽、开放口岸、保税物流中心于
一体的综合开放体。

2016年4月28日，10辆满载
汽摩配件、电子产品、建材等的集
装箱，搭载首趟重庆东盟公路
班车从重庆公路物流基地驶出，
经广西凭祥口岸运往越南河内。
整条线路全长1500公里，单面运
行时间约40小时。与航空货运
相比，运输时间相当，成本仅为其
1/10；与海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
近15天。

随着通道的打开，利好消息
频频传来。2017年4月26日，重
庆唯一的公路保税物流中心——
南彭公路保税物流中心（B型）在
重庆公路物流基地正式封关运
行，重庆南向国际公路货运通道
零公里正式形成。(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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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俭持家，做人善良。”这是黔江区中塘乡
兴泉社区十组窑家堡（小地名）居民杨碧英家的
家训。在当地，杨碧英是村民眼中公认的好媳
妇、好母亲、好党员。今年4月，她家被兴泉社区
群众评为“十星级文明户”。

“碧英她热情大方，勤劳能干，乐于助人，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向她一家看齐。”11
月2日，兴泉社区居民向云孝向重庆日报记者
这样说道。

“学先进、做先进在黔江各地已是蔚然成
风。”黔江区一负责人介绍，通过不断推进乡村

文化振兴，优良的乡风、民风，优秀的传统文化
走进千家万户，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的
活力。

家风润万家，优秀传统文化进入
百姓家

“虽然这个暑假班只有15天，但家长和孩
子将终身受益！”在石家镇茶溪村传统文化公
益暑假班结业典礼上，学生家长代表倪翠银这
样表达感激之情。

(下转5版）

黔江 文明乡风吹进千家万户
本报记者 王翔 通讯员 罗跃 龚杰品

本报讯 （记者 黄乔）11月4日，重庆市
委政法委联合多部门召开全面加强公共安全稳
定工作会，针对性提出加强安全稳定特别是交
通安全稳定的举措和办法。

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重庆将依法严
厉惩治危害公共安全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采
取为车辆加装安全隔离设施、设立安全警戒
线、张贴醒目警示标语、出台公共交通驾驶员
突发情况处置操作规范、加强普法宣传等举
措，全面提升公共交通安全稳定工作水平。

公检法机关合力打击惩治危害
公共安全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据了解，目前我市有1.38万余台营运公交
车，2万辆长途客运车辆，轻轨（地铁）运营里程

达260余公里，铁路运营里程2700余公里（其
中高铁800余公里），桥梁多、隧道多，安全责
任重、压力大。

“目前，我市公共交通安全稳定形势总体平
稳，但仍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市委政法委相
关负责人说，万州“10·28”案件暴露出了我市公
共交通安全管理、安全运营监管存在隐患。

“为防止以后再发生类似违法犯罪行为，
必须依法严厉惩处，形成强大震慑威力。”该负
责人说，接下来，公检法机关要形成打击惩治
危害公共安全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合力，加大
打击力度。市委政法委牵头研究出台我市关
于加大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犯罪行为打击力度
的工作指导意见。

(下转2版）

重庆将依法严惩
危害公共安全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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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分别会见肯尼亚总统肯雅塔、
越南总理阮春福、老挝总理通伦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
成立大会暨第二届“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国际研讨会4日在北
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欢
迎。与相关国家开展科技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
容，在改善民生、促进发展、应对共同挑战等方面发挥着积极

作用。希望各国科学界携手并肩，共同努力，发挥好“一带一
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的平台作用，加强科技创新政策和发
展战略对接，开展重大科技合作，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提升科
技创新能力，为促进民心相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推
动建设绿色之路、创新之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重要贡献。

习近平向“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成立大会
暨第二届“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国际研讨会致贺信

标题新闻

（据新华社）

新华社上海 11 月 4 日电 （记者 季明
刘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4日晚在
上海举行宴会，欢迎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的各国贵宾。
秋日的上海，金桂飘香。华灯初上，黄浦

江畔，广厦耸立，霓虹璀璨，一派开放繁荣的景

象。6时25分许，外方领导人和夫人相继抵达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热情洋溢的少年儿童载
歌载舞，热烈欢迎八方宾朋。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各国领导人夫妇亲切
交流并合影留念。

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和彭丽媛同贵

宾们一同步入宴会厅。
习近平发表致辞，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热烈欢迎各国领导人和嘉宾的到来。习
近平指出，上海是中国最大经济中心和改革
开放前沿，既见证了近代以后中国开放合作
的历史进程，也书写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
生动篇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的，
更是世界的。这不是一般性的展会，是中国
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是
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相信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赋予上海新的靓丽光
彩。

习近平表示，明天，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将正式开幕。未来6天，来自五大洲的172个
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将向世界展示发展成就
和国家形象，各国参展的3600多家企业也将
同中国境内外采购商充分对接洽谈、共谋发
展，各方嘉宾还将围绕国际经贸和全球经济治
理重大问题开展研讨交流，进行思想碰撞。这
将是一场令人期待的盛会，让各国朋友收获丰
硕成果。相信在各方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下，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一定能够成为一场高水
平的国际性展会，为深化国际经贸合作、推进
共建“一带一路”、促进经济全球化搭建新的平
台，为增进各国人民福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宴会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进行。习近平
同各国领导人亲切交谈。各国嘉宾畅叙友谊
合作，共同祝愿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圆满
成功，祝愿各国携手共同发展，世界更加和平
繁荣。

丁薛祥、李强、杨洁篪、胡春华、黄坤明、王
毅、赵克志、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11月5日，由商
务部、上海市政府主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承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在上海市拉开帷
幕。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率重庆交易团赴
上海参会。

据了解，参加本届进博会的重庆交易团设
立了“1+33”的组织架构，即在“1”个重庆交易
团秘书处的总体框架下，下设 33个交易分
团。来自商贸、物流、电子商务、新材料、机械
制造、纺织、仪器仪表、电子信息、食品、金融、

生物科技、医疗健康、餐饮、酒店等众多领域的
企业将参会采购。

本届进博会上，重庆交易团还将举办重庆内
陆开放高地建设推介会、重庆重点产业对接会等
2场市级推介交流活动，向参展企业进一步推介
内陆开放高地，举行现场集中签约。同时，重庆
交易团将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
式、虹桥国际经贸论坛等主要活动，以及政策说
明会、行业研讨会、供需对接会、产品发布会等配
套活动，以积极促进参展商和采购商贸易配对，
充分发挥进口博览会的溢出效应和放大效应。

唐良智率重庆交易团
参加首届进博会

习近平和彭丽媛欢迎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各国贵宾

11月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举行宴会，
欢迎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各国贵宾。这是习近平发表
致辞。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11月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举行宴会，欢迎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各国贵宾。这是宴会前，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各国领导人夫妇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巴南主动助推中新互联互通陆海新通道建设——

大道南下天地宽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管洪 张红梅 汤艳娟 李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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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难点聚焦难点、、痛点痛点

云阳泥溪“深度”之变
令 人 刮 目 相 看

优化优化 做大做大 协调协调

三 个 关 键 词 读 懂
江津工业蓬勃发展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