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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11月
2日，在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
通示范项目金融峰会上，西部十二
省区市围绕对接“一带一路”的中
新互联互通陆海新通道建设，就金
融合作达成十点共识。11月8日，
市金融监管局详细披露了这十点
共识。

一是加强跨区域金融合作制度
创新。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重
点围绕跨境人民币使用、跨境投融
资、跨境金融结算、再保险与保险资
金运用、金融机构互设、便利外资金
融机构准入等领域创新。进一步完
善“本外币、境内外、离在岸”一体化

跨境金融服务体系。合作探索推进
金融标准化工作。

二是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金
融支持。共同制定重点基础设施项
目清单，争取国内外投资机构、开发
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支持金
融机构对东盟等国家符合条件的基
础设施、产业园合作等境外项目给
予跨境人民币贷款支持。

三是加大对物流企业发展的金
融支持。共同制定运营陆海新通道
的重点物流企业名单，优先给予金
融产品、服务创新支持。推动建立
陆海新通道运输信息和企业信息沟
通共享机制，积极支持本地物流企
业开展国际化业务。支持国内与东
盟国家物流企业互设或投资入股，
推广人民币跨境结算。

四是加大对本地产业参与国际
分工的金融服务支持。共同推动西
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为本土优势
产业发展提供针对性金融服务。鼓
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发针对东盟地
区进出口贸易的汇率避险产品。

五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推
动建立跨区域的供应链金融服务
圈，鼓励金融机构探索推广有效的
供应链融资模式，重点围绕中小企
业融资需求，实现贸易、物流和金融
融合共生。

六是大力发展跨境投融资。共
同推动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开展跨区
域合作。共同推动西部地区、新加
坡等东盟国家之间金融机构互设。
积极与新加坡国际资本市场对接，
支持企业境外发行本外币债券、赴
新加坡上市、跨境借款等。

七是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共
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
是东盟国家在双边贸易和投融资中
更多使用人民币结算。推动人民币
与东盟国家货币挂牌交易，发展人
民币对东盟国家货币银行间市场区
域交易，将区域交易境内主体范围
扩大至西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
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境内外联
动的人民币融资产品创新。探索
推动货币互换协议、跨境清算协议

用于支持双边实体经济发展的途
径。

八是加强监管协作。争取中央
金融管理部门加大对地方金融工作
的指导、协调和支持，共同建立跨区
域金融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加强西
部地区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协
作，推动政银企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推动实现跨区域金融监管的信息互
享、监管互认、执法互助。

九是共同做好风险防控。建立
和完善跨区域风险防控协同处置机
制，加强在跨区域的信息交流、金融
监管、风险预警、风险处置、风险救
助等方面合作，合力加强金融风险
防控。

十是建立跨区域协商机制。建
立陆海新通道建设省际合作机制，
进一步建立健全由西部各省区市政
府分管领导参加的交流、协商平台，
推动跨区域政银企常态化对接，增
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探索形成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加大对陆
海新通道建设的金融支持。

共商共建共享对接“一带一路”的中新互联互通陆海新通道金融合作

西部十二省区市达成十点共识

11月8日，渝怀二线铁路工程酉阳段进展顺利。全长24760米的渝怀二线铁路工
程酉阳段，共有13个隧道、10座桥梁，所有隧道均为单线隧道，设计速度120公里/小
时，预计在2019年8月底前酉阳段隧道全部贯通。 记者 齐岚森 摄

渝怀二线铁路工程酉阳段进展顺利

11月8日，中欧班列（重庆）“白
俄罗斯-重庆”乳制品回程专列抵达
重庆。

仅从量上看，按照如今中欧班列
（重庆）的发车节奏，一年之内，抵达重
庆的回程班列有数百列之多。而这趟
回程班列，可谓中欧班列（重庆）今年
发展的缩影。

回程不再是“弱项”

这趟班列是乳制品专列。以专列
形式来运输有多难？中欧班列（重庆）
启运多年，开行班列已超过2000班，但
以专列形式发车的，不足总量的1/10。
而在回程班列中，采取专列形式的，更
是屈指可数。

这样一个细节折射出：白俄罗斯
运往重庆的货源量很大。

事实的确如此。接车仪式现场，
白俄罗斯方面表示，他们将继续与重
庆进行合作，未来双方的贸易往来将
更频繁，白俄罗斯也会把更多产品投
往重庆。本趟班列，则是他们“万里长
征第一步”。

“未来，白俄罗斯的货源，将成为
中欧班列（重庆）回程货源的重要补
充。”渝新欧（重庆）物流有限公司（下
称渝新欧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不难看出，中欧班列（重庆）“重庆
—白俄罗斯”实现常态化开行，为整个
中欧班列（重庆）的回程货源注入了活
力。

据了解，今年1—9月，中欧班列
（重庆）的去回程比例为1.15∶1，回程
货源，已不再是其弱项。

辐射领域“多点开花”

“以前，白俄罗斯是我们没有开发
的区域。”渝新欧公司这位负责人称，
从今年9月开行中欧班列（重庆）“重
庆—白俄罗斯”测试班列，到如今实现
回程班列常态化，标志着中欧班列（重
庆）辐射的版图又多了一处。

这也是中欧班列（重庆）今年不断
扩大的缩影。

今年来，中欧班列（重庆）新增了
重庆-越南、重庆-明斯克、重庆-汉
堡、重庆-伊朗运行线路，去程班列可
辐射到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
欧洲30多个国家，回程班列通过重庆
可转运至国内及东南亚地区。

“今年以来，我们开行的‘重庆-
东欧’路线已超过77班。该线路可辐
射匈牙利、斯洛伐克、乌克兰、捷克等
国家。”该负责人说。

同时，未来重庆还将积极打通和
完善中欧班列（重庆）的乌兹别克斯坦
中亚支线、伊朗西亚支线、巴基斯坦和
印度南亚支线以及土耳其支线等，进
一步扩大其辐射领域。

全年开行班列再次突破

中欧班列（重庆）“重庆—白俄罗
斯”回程班列实现常态化后，还会带来
的明显影响，就是中欧班列（重庆）开
行数量将增多。

“预计在明年开春后，我们每月会
有一个专列通过中欧班列（重庆）来运
输。同时，我们也尽可能地利用自身
资源，将其他区域的货物在重庆集散，
通过该班列发向其他地方。”传化物流
相关负责人说。

中欧班列（重庆）运行良好。据
了解，这趟中欧班列（重庆）“重庆—
白俄罗斯”乳制品回程专列，是今年
中欧班列（重庆）开行的第 1065 班
列。换句话说，今年中欧班列（重
庆）已提前完成全年任务，开行突破
1000班。

市物流口岸办介绍，自2011年1
月28日开通以来至今，中欧班列（重
庆）已累计开行2630班，成为全国首
个突破2000班的中欧班列，共运输货
物超过16万标箱，货值已超过200亿
美元，进出口总值已占全国所有中欧
班列的35%。

一趟班列 一年缩影

中欧班列（重庆）提前完成全年任务
本报记者 杨骏 实习生 唐璨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
习生 唐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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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三年，中新双边贸易开放
度显著提高。11月8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重庆市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了解
到，由重庆誉存科技公司和新加坡企
业DC Frontiers联手打造的中新企
业大数据服务平台，目前已完成对
7500多万家中国企业以及40多万家
新加坡企业的信息整合，以促进两国
企业信息互联互通。

誉存科技联合创始人陈玮介绍，
中新企业大数据服务平台于今年4
月正式上线，整合了两国部分企业，
目前可以实现企业名称的精准查询，
也可以根据需求按照行业和规模对
企业进行查询。不仅如此，该平台上
包括了企业的工商、司法、税务、舆
情、行政处罚等十几类数据，并且通
过这些数据的分析，判断企业的风险

或者将要面临的风险，帮助中新企业
实现信息上的互通互联，提高双方贸
易的开放度。

除此之外，中新企业大数据服务
平台还具有资讯整合、项目发布、政策
积累等功能。该平台与新加坡唯一中
文媒体——联合早报达成合作意向，
将全面引入联合早报的新闻资源，拓
展平台获取新加坡乃至东南亚地区新
闻资源的渠道。该平台还得到了重庆
市中新项目管理局、新加坡贸易与工
业部（MIT）的大力支持，集合了马来
西亚、文莱、泰国等东盟国家的相关政
策资源。

据悉，今年年底将完成该平台的
二期、三期工程。该平台的二期工程
将利用大数据技术生成精准的企业画
像，进行企业间、企业和项目间的点对
点精准匹配；三期工程将为企业提供
在线金融路演、跨境投融资评估等服
务，促进双边融资。

中新企业大数据服务平台
助7540多万家中新企业信息互联互通

11月7日，奉节脱贫摘帽倒计
时54天。这天正好是立冬，天气特
别冷，但永乐镇白龙村“第一书记”
徐磊依然起了个大早，他说：“今天
要接受县级交叉检查，事情多得很
呢。”

用冷水糊了一把脸后，徐磊便
匆匆出门。尽管对自己的工作、对
白龙村的脱贫验收有信心，但他的
心情依然像一名赶考的学子那样，
既激动又忐忑，仿佛要等到闭卷铃
声响起时才会放松下来。

曾被当成来“镀金的”

交叉检查的消息早已在村里传
了个遍，因此村里有着不同往日的
闹热。

许多村民早早从家里出来了，
他们想看个究竟：到底检查些什么
内容？怎样算过关？又会发现哪些
问题？

徐磊自然心知肚明，他一边走，
一边把可能会遇到的情况迅速在脑
海里过了一遍，嘴里喃喃自语。

迎面撞见的村民都不忍心去
打断他，只有贫困户冯维保忍不住
说了一句：“徐书记早哦，我们家的
脐橙熟了，空了来尝尝嘛。”此言一
出，得到了旁边不少村民的附和：

“对哦，我们家的脐橙也熟了。”“不
用担心，我们村的验收肯定没得问
题……”

村民争先恐后的发言，印证了
徐磊在他们之中的“高人气”。不
过，刚到村里的时候，情况并不是这
样。

去年7月，作为中国长江三峡
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青年员工，33

岁的徐磊被公司选派到白龙村担任
“第一书记”，开展扶贫帮扶。一名
外来干部，又年轻又说普通话，一些
村民就断定：“这是个来镀金的！”

或许正因为此，刚到白龙村时，
不少村民对徐磊并不待见，有时还
给他“冷板凳”坐。

徐磊心里明白，靠嘴皮子是解
决不了问题的，还得看实际行动。
于是，他老老实实地沉下心来把村
子里跑了个遍，村里的优势是什么，
短板在哪里，都了然于胸。一次开
村民大会，他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
和盘托出，让不少村民刮目相看。

“讲得在理，又都是实在话，加
上这个人在村里活动久了，大家都
看出他不浮夸，能沉下来，村民的态
度便慢慢转变了。”白龙村党支部书
记刘必勇说。

让基础设施先行脱贫

有了群众基础，工作便好开展

了许多。
徐磊发现，白龙村距离县城虽

然不远，海拔也不高，但贫困状况并
不乐观，属于典型的“灯下黑”。

“比如说，我们村共有1105户
3580人，但贫困户就有111户468
人，之后通过动态调整，数据更新为
96户384人，贫困发生率超过10%，
远高于全市平均水平。”他说，通过
摸底，基础设施是最大的“短板”。

“一是少路，二是缺水。”徐磊
称，村里只有三四公里的硬化路，其
他地方都是泥巴路，以至于村民们
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脐橙很难运出
去，常常是摩托车转三轮车，三轮车
转小货车，小货车再转大货车，既费
马达又费电。水也是如此，明明守
着长江，却因为缺少必要的蓄水池，
经常喊“渴”。

徐磊清楚，只有让基础设施先
行脱贫，村里的各项脱贫攻坚工作
才会顺利地开展下去。于是，他跑

部门、跑镇上，总算要到了一些项目
资金，村里的硬化路工程得以顺利
实施。

水的问题，则撞到了徐磊本职
工作的“枪口”上。他找集团公司要
到了150万元资金，新建了5口水
池，新增蓄水量达2100立方米。

在水池的施工过程中，还出现
了一个小插曲。白龙村二社要修一
个500立方米的水池，管道铺设大
约4公里，涉及该村200多户、800
多名村民。水池于今年3月动工，
可迟迟没通水，施工方坚称不是管
道铺设原因，可能是水源地的水量
太少，供应不上。

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徐磊也
拿不准。于是，他和另外一名扶贫
干部忙活了两天，一直蹲守在蓄水
池旁边，等水蓄满后再确定到底是
哪里出了问题，经过协调，最终解决
了群众的急难，成功送水入户。

打造“三峡第一村”

一个个项目落地后，困扰群众
多年的行路难、吃水难等问题得到
了根本解决，村干部也得到大家一
致认可，群众对村支“两委”的认可
度进一步提高。

前几年，在全镇年终考核中，白
龙村总是叨陪末座。2017年在全
镇年终考核中，白龙村的脱贫攻坚
工作冲到了第一名的位置。获知结
果后，徐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10月5日，徐磊当上了爸爸，但
他只是在湖北的家里稍微多待了两
天后，便启程赶往了村里。

“好多工作都没忙完呢，就算是
脱了贫也不能高枕无忧，还有许多
方面需要巩固、提高。”他说，白龙村
现在又成为了奉节县的乡村振兴示
范村，必须以更加开放的眼光去规
划发展产业、加强党组织建设、引进
人才、提振乡风文明、整治生态环
境。

“我们村有个天然优势，村子最
东头就是瞿塘峡，可以说是长江三
峡第一村，我们将以此为主题，按照
乡村振兴的思路打造乡村旅游目的
地，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赚钱。”
徐磊话语坚定。

奉节白龙村“第一书记”徐磊用真心换真情

贫 困 村 变 示 范 村
本报记者 颜安 陈薪颖

德润巴渝德润巴渝··新时代重庆人新时代重庆人
扶贫先进人物

徐磊（右）走访村民。 受访者供图

新闻纵深

本报讯 （记者 杨艺）11月4日，
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国家
胶囊内镜研究中心、重庆金山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简称金山科技）的共同
倡导下，首个全球胶囊内镜联盟在重
庆成立。据悉，该联盟将在全球范围
内搭建国际化胶囊内镜交流和合作平
台，共同推动胶囊内镜产业的发展和
应用成果推广。

胶囊内镜诞生于2000年初，至
今有近20年的历史。胶囊内镜的发
明，改变了人类消化道检查上百年历
史的传统方法。而随着全球范围内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兴起，
近年来，胶囊内镜的临床应用也得到
了长足的进步，冗余图片筛除、自动
图像增强、自动位置识别、自动病灶
标注等功能得以实现，极大地减轻了
医生的工作难度，减少了医生的工作
时间。

“我国胶囊内镜每年的使用量已
近200万人次，超过5000家医院在使
用胶囊内镜。”金山科技董事长王金山
介绍，除了医院消化科使用胶囊内镜
外，各大体检中心也广泛使用胶囊内
镜做正常健康人群的体检及胃肠早癌

的筛查。
作为中国第一家研发出胶囊内

镜的公司，目前金山科技的胶囊内
镜系列产品不仅从非控制式胶囊内
镜发展到磁控胶囊内镜，检查范围
也从开始的小肠胶囊，延伸到胃胶
囊、食道胶囊以及结肠胶囊，逐步形
成全消化道胶囊内镜检查整体解决
方案。

“随着工程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应
用和不断发展，未来的胶囊内镜还会
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王金山介绍，目
前，活检胶囊、超声胶囊、蓝光胶囊等
相继进入应用研发阶段；将来，药物释
放胶囊、做手术的机器人胶囊、测酸碱
度的pH胶囊、测肠生态的菌落检测
胶囊等新型胶囊内镜产品也将逐步进
入临床。

基于此，金山科技联合世界各
国的胶囊内镜研发、生产、应用机
构，成立全球胶囊内镜联盟，共同推
动胶囊内镜产业的发展和应用成果
推广。联盟成立后，将开展胶囊内
镜病例结构化研究，通过大数据、人
工智能，实现病例的结构化和标准
化。

首个全球胶囊内镜联盟在重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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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