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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麟）1 月 17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2021年重庆外贸
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获悉，重庆外贸
进出口再创历史新高——2021年外贸
进出口总值达8000.6亿元，较2020年
增长22.8%，延续了2018年以来的两
位数增长态势。

民企进出口3494亿元，增长40%

重庆海关副关长、新闻发言人王宏
翰介绍，我市外贸进出口中，出口达
5168.3亿元，增长23.4%；进口2832.3
亿元，增长21.7%。在西部地区12个
省区市中，重庆进出口值居第2位，占
同期西部地区外贸总值的22.5%；对同
期西部地区外贸增长贡献率为24.8%，
贡献率居首位。

重庆日报记者在2021年重庆外贸
进出口“成绩单”上发现，重庆民营企业
对外贸增长贡献突出。2021年，重庆民
营企业进出口3494亿元，增长40%，占

同期重庆外贸总值的比重提升5.4个百
分点，达到43.7%。外商投资企业进出
口3825.1亿元，增长9.4%。国有企业
进出口675.5亿元，增长32.1%。

同时，重庆贸易多元化成效明显，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联系加
深。2021年，我市共与215个国家和
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对前三大贸易
伙伴东盟、欧盟、美国进出口值同比分
别增长15.2%、19.5%、11.4%。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值达到
2207亿元，同比增长26%。其中，对印
度、俄罗斯、波兰进出口分别增长
51.3%、66.3%、36%。

笔记本电脑、燃油摩托车出
口全国第一

此外，我市笔记本电脑、燃油摩托
车出口值也居全国第一。其中笔记本
电脑出口值达2000.9亿元，已是连续3

年居全国第一。集成电路、平板电脑出
口值分别达365亿元、227.9亿元，分别
增长54.4%、52.6%；燃油摩托车出口
值146.7亿元，增长37.5%；汽车出口值
123.2亿元，增长1.1倍。

在出口板块快速成长的同时，我市
集成电路、存储部件、粮油等生产生活
物资进口也不断扩大。2021年重庆集
成电路、存储部件、半导体制造设备、自
动数据处理设备的零附件、纸浆等生产
物资进口分别增长13.3%、4.6%、2.7
倍、47%、2.2倍，合计进口值占同期重
庆进口总值的58.7%。同期，肉类、粮
食、食用油分别进口9.1万吨、41.6万
吨、21.6万吨，分别增长22.5%、39.6%、
16倍，合计进口值54.3亿元。

进出口值亿元以上企业增加18家

王宏翰表示，重庆外贸规模创历史
新高，很重要的原因是去年以来本地出

台了一系列稳外贸稳外资稳外经的政
策措施，进出口企业活力得到明显提
升。他介绍，2021年重庆有进出口实
绩的企业共3756家，比2020年增加
84家，其中，进出口值亿元以上企业有
425家，较2020年增加18家。

“重庆新冠疫情整体控制较好，供
应链、产业链、物流链整体稳定，也为外
贸增长提供坚实基础。”王宏翰说，电子
设备制造业作为重庆外贸主导产业，
2021年实现进出口5348.2亿元，增长
16.5%，占同期重庆外贸总值66.8%，稳
住了重庆外贸增长的“基本盘”。同期，
汽车制造业实现进出口总值275.8亿
元，增长77.7%，高于同期重庆外贸整
体增幅54.9个百分点。

2021年，重庆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充分发挥外贸支撑作用，其中西永综保
区和两路寸滩综保区进出口规模分别
居全国综保区第4位和第7位。

8000.6亿元！2021年重庆外贸进出口创新高
较2020增长22.8%，延续2018年以来的两位数增长态势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杨骏）1月
17日早上10点，满载“中国制造”摩托
车零部件的铁路班列缓缓驶出重庆团
结村中心站，奔向老挝万象，这标志着
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中国摩托车出口
老挝专列正式首发。

据介绍，2021年12月中老铁路开
通后，重庆迅速与市场对接，开行陆海
新通道中老铁路（重庆—万象）国际货

运班列。如今，该班列实现了去回程双
向、周周班常态化运行。“这条线路解决
了口岸拥堵的问题。”老挝豪杰摩托车
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借助该班列，企
业能够进一步降低综合成本，拓展全球

布局。
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渝培介绍，通过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
班列，跨境运输可实现全天候、低成本、
无需换装、快速通达，在安全性和运输

成本上，要优于原有的跨境公路运输模
式。此外，陆海新通道还在积极推动创
新数字提单、跨境贸易融资等服务，进
一步提高企业物流效率，推动企业贸易
融资便利化。

中老铁路中国摩托车出口老挝专列重庆首发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月13
日，市教委召开“重庆普通本科高校‘四
新'建设推进会”。重庆日报记者从会
上获悉，13所高校进入重庆市高水平
新工科、新医科、新文科、新农科（以下
简称“四新”）建设高校立项（培育）名单
（见表格）。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推进教育现代
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提出
全面推进“四新”建设，进一步提高高
校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能力。

“近几年，重庆出台了一系列文

件，全面推进‘四新’建设，深化人才培
养综合改革。”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
教委主任黄政介绍，市委、市政府把推
进“四新”建设定位为全市高等教育重
大改革创新项目，2018年市级财政投
入4.53亿元启动第一轮新工科高校及
新型二级学院建设；2021年起再投入
近6亿元，全面投入“四新”示范性学
院（基地）建设，并将对国家一流专业、
重庆市急需专业提高生均经费拨款标
准。

目前，重庆市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198个，国家级一流课程
105门。

重庆投入逾10亿元推进“四新”建设

13所高校进入立项（培育）名单

本报讯（记者 崔曜）1月17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渝北区城市管理局获
悉，截至目前，渝北区已完成351个生
活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的升级改造。

渝北区自2021年9月启动公共区
域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升级改造
以来，通过召开专题会议明确工作目
标、入户沟通征求各方意见、全面公示
公告等，全面推进居民小区集中投放点
升级改造，增加除臭喷淋设施、设置洗
手照明设施、增设误时投放点等。

1月17日，重庆日报记者在渝北
区龙塔街道鲁能六街区看到，该小区
生活垃圾集中投放点配备了照明设
备，地面铺设了防滑砖，并配置了洗手
设备和排水设施。“改造后我们扔垃圾
方便多了，不用再担心晚上看不清垃
圾桶，雨天滑倒摔跤。”小区居民黄聪
说。

此外，渝北区教育系统也加快推
进垃圾分类投放点改造。截至目前，
渝北区已有20余所学校将垃圾分类集
中投放点升级为垃圾厢房或投放亭，垃
圾桶也均具备遮雨功能。同时，还结合
实际发放垃圾分类投放指南，设置宣
传栏和公示牌，改善垃圾集中投放点
卫生环境等。

渝北区完成351个生活垃圾分类
集中投放点升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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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像影影

近日，在南滨路雅巴洞，备受关注的
“长江生态人文画卷”完工开放，南滨路
再添一道美丽风景。整幅画卷以300多
米长、5米高的墙面为画布，用写实风格

呈现出长江从源头到东海入海口的美丽
景观，长江三峡、巫山红叶、朝天门两江
交汇等长江沿岸著名景点跃然于画卷。
据悉，该油画是重庆市“两江四岸”品质
提升工程的一部分，生动再现了长江生
态人文风貌，将成为我市又一打卡热地。

视觉重庆签约摄影师 钟志兵 摄

“长江生态人文画卷”扮靓南滨路

□新华社记者

北京市和广东省深圳市、珠海市在
1月17日分别举行的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各自通报了当地本土确诊
病例的情况，均研判不排除经境外物品
而感染病毒的可能。

新冠病毒通过境外邮件及其他物
品“物传人”的风险有多大？个人如何
更好地防护？记者依托权威信息来源
进行梳理归纳。

“物传人”风险有多大？
不是新冠病毒主要传播方式

1月16日，国家邮政局安全监督
管理司发出通知，要求各企业要切实做
好国际邮件快件处理场所消毒、通风等
工作，对进口国际邮件快件，要在进入
生产处理环节之后，第一时间逐件进行
外包装各面全覆盖消毒，并制定疫情高
风险国家和地区进口邮件快件疫情防
控处置方案。

新冠病毒在低温下长时间存活并
经冷链传播的案例，过去一年多来在我
国部分地区曾先后出现报道。我国疫
情防控一直坚持人、物、环境同防。

不过，梳理公开报道中的“物传人”
情况，可以发现基本是市场、物流等第
一接触点的人员感染。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是“物传人”的限定条件较多，并
非新冠病毒主要传播方式。

在此前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
席专家吴尊友介绍，“物传人”要造成感
染，需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物品污染较重；
二是病毒在物体表面存活时间较长，一般
来说温度越低，病毒存活时间越长；三是
接触污染物品时未采取适当防护措施。

吴尊友认为，相比受到人感染，受
到物感染的病毒量不同，病例容易出现
无症状感染或轻症感染，往往发现不够
及时，可能引发新的疫情。

既往案例中，一度有过部分食品表
面检测出核酸阳性，曾引发“物传人”担
忧。为此，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有关负责人专门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活病毒、死病毒、
病毒的片段查出来都可能是核酸阳
性。光是检出核酸阳性，不代表具有传
染性，只能说明曾被新冠病毒污染过。

个人如何做好防护？
尽量减少直接接触境外快递

疾控专家提示，收取快递尤其是境
外快递时，做好戴口罩、妥善处置外包
装、对内件做消毒处理后进行使用等防
护措施，可有效减小被新冠病毒传染的
潜在风险。

中国疾控中心消毒学首席专家张
流波表示，收取快递最好选择无接触方
式，或尽量佩戴好口罩和手套。拆除外
包装后，及时摘下手套并清洁双手，做
好手卫生。

庞星火建议，收到境外邮件或物品
时，正确佩戴口罩和一次性手套，减少
直接接触和交流。尽可能在固定地点
取件，实现无接触交接。

此外，拆件时尽量在户外进行，外
包装不必拿回家中，可按照生活垃圾分
类处理；如需拿回家中，可用含氯消毒
剂或75%酒精对内外包装进行全面消
毒。处理完邮件后及时摘下手套，更换
口罩，认真进行手消毒或清洗双手，避
免用不清洁的手触碰口、眼、鼻。
（记者董瑞丰、宋晨、吴文诩、王浩明）

（据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新冠病毒“物传人”风险多大？如何防范？

新华社北京 1 月 18 日电 （谢希
瑶 闫依琳）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
人金贤东18日说，截至目前，我国已与
147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金贤东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说，共建“一带一路”朋友圈继续扩
大。2021年12月以来，我国分别与圣
多美和普林西比、古巴、摩洛哥、尼加
拉瓜、叙利亚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与老挝计
划与投资部签署了关于建立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工作协调机制的谅解备
忘录。

他还介绍，中欧班列继续保持高位
运行。截至2021年12月底，中欧班列
已连续 20个月单月开行千列以上。
2021年全年，中欧班列共开行15183
列，运送146.4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22%、29%，综合重箱率98.1%。

我国已与147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
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新华社北京 1 月 18 日电 （记者
李恒 田晓航）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
老龄办、国家中医药局日前联合印发
《关于全面加强老年健康服务工作的通
知》。通知提出加强综合性医院老年医
学科建设，到2025年，二级及以上综合
性医院设立老年医学科的比例达到
60%以上。

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
体系、健康支撑体系是国家一直以来高
度重视的大事。通知指出，人口老龄化
是我国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基本国
情，健康服务需求是老年人最急迫、最
突出的需求。推进老年健康预防关口
前移，持续扩大优质老年健康服务的覆
盖面，向内在能力不同的老年人提供精
准健康服务，促进“以疾病为中心”向

“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是促进健康老龄
化的必然要求。

通知要求，加强老年人群重点慢性

病的早期筛查、干预及分类指导，积极
开展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神经退
行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和健康指导，提高
公众对老年痴呆防治知识的知晓率。

通知强调，到2025年，85%以上的
综合性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和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成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此外，通知还要求加强老年中医药
健康服务。二级及以上中医医院要设
置“治未病”科室，鼓励开设老年医学
科，增加老年病床数量，开展老年常见
病、慢性病防治和康复护理。提高康
复、护理、安宁疗护等医疗机构的中医
药服务能力，推广使用中医药综合治
疗。到2025年，三级中医医院设置康
复科比例达到85%。推进社区和居家
中医药健康服务，促进优质中医药资源
向社区、家庭延伸，到2025年，65岁及
以上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达到
75%以上。

国家卫健委等部门：

到2025年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
设立老年医学科的比例达到60%以上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8 日电 日
前，国务院印发《“十四五”现代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
《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是，到

2025年，综合交通运输基本实现一体
化融合发展，智能化、绿色化取得实质
性突破，综合能力、服务品质、运行效率
和整体效益显著提升，交通运输发展向
世界一流水平迈进。展望2035年，便
捷顺畅、经济高效、安全可靠、绿色集
约、智能先进的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

立体交通网基本建成，“全国123出行
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
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
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
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
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基本建成交
通强国。

《规划》明确九个方面的主要任
务。一是构建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
勾画好美丽中国的“交通工笔画”。二
是增强交通运输对重大战略支撑服务
能力，差异化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三是加强互联互通和一体衔接，推进城
市群和都市圈交通现代化。四是扩大
优质运输服务供给，推动运输服务多元
化品质化发展。五是坚持创新驱动发
展，加快智能技术深度推广应用。六是
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要求，全面推进
绿色低碳转型。七是夯实安全发展基
础，提升安全应急保障能力。八是更好
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水平对
外开放合作。九是聚焦制约高质量发
展的深层次矛盾问题，加强现代化治理
能力建设。

《规划》提出五个方面的保障措
施。一是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党对交通
运输发展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
领导。二是强化部门协同、上下联
动，做好规划衔接落实。三是有序推
进交通强国建设试点示范，加大对试
点示范项目的支持力度。四是完善
跨部门、跨区域重大项目协同推进机
制，强化重点项目资源要素保障。五
是做好规划评估和督导，确保规划落
地见效。

国务院印发《“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

2035年基本形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
“全球123快货物流圈”

重庆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理工大学

重庆科技学院 重庆文理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

西南大学 四川外国语大学 四川美术学院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市高水平
“四新”建设高校立项（培育）名单

新工科建设高校立项（培育）名单

新医科建设高校立项名单

新文科建设高校立项（培育）名单

新农科建设高校立项名单

资料来源：市教委 制图/乔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