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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刚）民营企业发展
环境好不好，政府说了不算，要由民营企业
自己来评价。重庆日报记者1月7日从市
工商联获悉，目前，重庆正通过多个渠道邀
请民营企业填写表单，对相关政府职能部
门和机构的服务质量和水平打分，以此作
为下一步改进政府服务和优化营商环境的
依据。

据介绍，此次用于打分的表单分为两张，
第一张是对全市营商环境作出总体评价。包
括了总体满意度、用工和人才环境、法治环

境、政务环境、融资环境、纳税环境、政策扶
持、经营环境等8个方面的内容，对应有非常
满意、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等4个档次。

第二张是民营企业评价政府职能部门
表，仍对应非常满意、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等4个档次。表中列举的政府部门和相关机
构，主要包括金融监管局、发改委、住房和城
乡建委、规划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交通
局、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局、科技局、经信
委、商务局、公安局、司法局、人社局、医保局、

教委等，共计31个。
几天前召开的市工商联五届二次常委

会议上，市工商联发出并收回200多张表
单。重庆日报记者注意到，除了打分，不少
民营企业还在备注栏中密密麻麻地填写了

各自面临的具体困难与问题，表明民营企业
对这种做法的欢迎，以及对进一步优化发展
环境的期盼。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市工商
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待全部表单搜集完后他
们将进行定量分析，从而真正掌握重庆营商
环境和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中存在的痛点和难
点问题，并进一步完善政策、改进作风、优化
环境，推动重庆建立民营企业的诉求反映办
理机制、重大困难的梳理解决机制、重大危机
的预警救助机制。

营商环境好不好 职能部门服务水平怎么样

重庆邀民企给31个政府部门打分

本报讯 1月7日，重庆、广西、贵
州、甘肃、青海、新疆、云南、宁夏八省
区市政府合作共建“陆海新通道”框
架协议签约活动在渝举行，标志着共
建“陆海新通道”的规模扩大至八省
区市。

作为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
重点示范项目，“陆海新通道”项目以
共建“一带一路”为统领，依托中新互
联互通项目三级合作机制，充分发挥
重庆运营中心的服务职能，通过中国
西部地区和新加坡等东盟国家区域联
动、国际合作，共同打造具有多重经济
效应的战略性通道。

“陆海新通道”的区域合作始于

2017年8月渝桂黔陇四省区市在重庆
签署的《关于合作共建中新互联互通
项目南向通道的框架协议》。之后，各
方又制定了《关于合作共建中新互联
互通项目南向通道的协同办法》，建立
共商共建共享“南向通道”工作机制。

2018年4月，渝桂黔陇四省区市
邀请青海省等6省份参加在渝召开的

“南向通道”2018年中方联席会议，并
发出了邀请西部相关省区市共同参与

“南向通道”建设的“重庆倡议”。
2018年6月、8月，青海、新疆相关牵
头部门分别加入合作共建“南向通道”
工作机制。这一年多以来的工作成效
为“陆海新通道”的深入推进奠定了良

好基础。
2018年 11月，中新两国在李克

强总理和李显龙总理的共同见证下，
正式签署了《关于中新（重庆）战略性
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
通道”建设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简称

《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拓展了通道建
设内涵、意义和重点领域，标志着通道
建设进入了国际合作新阶段。

目前，“陆海新通道”主要物流组
织方式均实现常态化开行。截至
2018年12月31日，兰渝专列、“陇渝”

“陇桂”“黔桂”“桂陇”“青渝桂新”等多
条线路协同发展，共发运铁海联运班
列 805班，目的地覆盖全球 71个国

家、155个港口。国际铁路联运（重庆
—河内）班列累计开行55班，重庆—
东盟跨境公路班车累计发车661班
次，服务网络从越南、老挝、缅甸延伸
至泰国曼谷、柬埔寨金边，以及马来西
亚和新加坡。

此次国内八省区市合作共建“陆
海新通道”框架协议的成功签约，是贯
彻落实《谅解备忘录》的重大举措，不仅
扩大了“陆海新通道”朋友圈，也将有利
于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战
略，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
济带有机连接，助推中国西部开放开
发，深化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
的目的地覆盖全球 71 个国
家、155个港口。国际铁路联
运班列累计开行55班，重庆
—东盟跨境公路班车累计发
车661班次。此次“陆海新
通道”规模的扩大，将促进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
路”和长江经济带有机连接。

本报讯 1月7日下午，中新（重
庆）多式联运示范基地奠基仪式在重
庆两江新区鱼复园区多式联运基地举
行，标志着中新（重庆）互联互通示范
项目在物流领域又取得一项丰硕成
果。该项目建成后，将为“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服务。

中新（重庆）多式联运示范基地核
心区位于两江新区果园鱼复国际物流
枢纽中心地带。建成后，该基地将依
托果园港区和鱼嘴货运站，整合水运、
铁运、空运、公运等运输方式，打造多
式联运物流示范作业区及配套园区等
功能区，建成连接中欧跨境铁路通道、

“陆海新通道”和长江经济带和西部开
发开放建设。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多式联运标

准化体系主要包括4个方面，一是探
索多式联运组织模式，推进“一单制”
的全程无缝运输服务；二是建立多式
联运服务规则，加强铁、公、水、空运输
方式在一体化组织中的货物交接、合
同运单、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制度对接
和统一规范；三是建立多式联运信息
系统，整合货源、运输、单据、金融等全
方位信息服务；四是建立智能转运系
统，充分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提
升多式联运换装转运的自动化水平。

事实上，该基地的筹备工作此前
已经顺利开展。2016年9月，中新双
方根据确立的“互惠共赢、商业可实
现、发展可持续、模式可复制”原则，采
用“1+1”的合作模式，合资组建中新
互联互通（重庆）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轻资产公司）、中新（重庆）
多式联运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重资产公司）负责项目具体实施。

目前，轻资产公司正充分发挥新
加坡国际港务集团、太平船务、嘉里大
通、叶水福等新方股东海外货源优势，
与国内相关港口和铁路公司建立通道
合作关系，积极参与重庆—钦州—新
加坡、重庆—广州—东南亚、重庆—上
海—韩国、重庆—宁波—东亚等四条
国际铁海联运线路的运营和国际货源
组织，累计完成箱量近700标箱。

而重资产公司则完成了园区项目
整体规划，将打造中新物流合作示范
区、中国（重庆）—东盟物流企业集聚
区、中新国际贸易中心、与沿海港口和
沿边口岸的公共ICD，为国际物流通

道提供堆场、仓储、商贸等服务；同时
已取得成都铁路局集团支持，将项目
打造成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中欧
班列、长江黄金水道等国际物流通道
集聚的核心载体。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将发力建设
多式联运标准化体系，真正打通多种
交通方式相互衔接的障碍，降低转运
过程中的隐形成本，充分发挥出重庆
通江达海、连接欧亚的节点作用。

两江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
中新合作，该基地能充分发挥重庆铁、
公、水、空各种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和
组合效率，以及新加坡在交通物流领
域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着力破解
西部地区多式联运基础设施衔接不
足、集疏运体系不畅、多式联运信息平
台建设滞后等问题，提升对内对外互
联互通能力，增强重庆对中国西部地
区的辐射力和集聚效应，提高物流效
率，降低物流成本，加快把重庆建设成
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内陆
开放高地。

中新（重庆）多式联运示范基地奠基
重庆通江达海连接欧亚作用更加凸显

共建“陆海新通道”规模扩大至八省区市

本报讯 1月7日，重庆莱佛士国
际医院正式揭牌成立，这是重庆市首
家全外资综合性国际医院。该医院投
用后，不仅能为重庆市民及在渝外籍
人士提供医疗服务，还将大力提升两
江新区和重庆的医疗资源品质。

据介绍，重庆莱佛士国际医院是
莱佛士医疗集团在中国的第二个国际
综合医院项目，地址位于两江新区金

州大道与华山中路交汇处，总投资约
8亿元人民币。作为一所集门诊、住
院一体化的国际综合性医院，重庆莱
佛士国际医院采取“综合医院+特色
专科”办院模式，能在提供24小时门
诊服务、健康评估、专科门诊等服务的
同时，重点设置肿瘤、妇产、儿科、牙科
等具有莱佛士传统优势的特色科室，
以及急诊系统、内科系统、外科系统、

中医系统等其他综合科室。
此外，该医院将把先进治疗方法、

国际化的医疗规范和管理标准带到重
庆。在人才问题上，该医院也将采用
引进和培养相结合的模式，把青年医
生送到海外学习，接受更为先进的培
训。“我们在非公立医院的建设浪潮中
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重庆莱佛士
国际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重庆国际地位不断攀升，外
资企业纷至沓来。重庆莱佛士国际医
院为外企高管及员工提供高品质医疗
保障服务配套。同时，该医院落户，为
解决在渝外资企业高管、团队以及有
高端医疗需求的人群看病难、报销难
的问题带来新的方案和机遇。

另一方面，通过与国际知名高端
医疗保险平台合作，重庆可以实现开
发高端医疗产品，建立高端医疗报销
或者结算渠道，让有高端医疗需求的
外籍人士在重庆就能实现符合期望的
就医体验，为企业留住海外高端人才。

本组稿件均由首席记者陈钧、记
者杨骏、实习生唐璨采写、整理

重庆首家全外资综合性国际医院成立
为市民及外籍人士提供高品质医疗服务

2016年4月26日 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与西部物

流园商讨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框架下建设南向通道项目。

2016年9月1日 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第二次联

合实施委员会上，中新双方将南向通道作为四大合作领域重点
示范项目。

2017年4月28日 广西北部湾集团和重庆西部物

流园组织北部湾钦州港至重庆铁路口岸的上行班列试运行测
试。

2017年5月10日 广西北部湾集团和重庆西部物

流园成功组织重庆铁路口岸至广西北部湾钦州港的下行试运
行班列测试。

2017年7月14日 由广西北港物流有限公司、重庆

铁路口岸物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民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外运重庆有限公司4家大型国资企业合资注册成立渝桂新公
司，作为南向通道（重庆团结村—广西北部湾港）铁海联运班列
的运营主体。

2017年8月31日 在中新联合实施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上，南向通道明确为双方重点合作项目，期间渝桂黔陇四
地签署合作协议和四地八方关检合作备忘录。

2017年9月25日 南向通道“渝黔桂新”铁海联运

常态化运行班列在重庆铁路口岸首发。

2017年9月29日 南向通道兰渝专列在重庆铁路

口岸首发。

2018年3月16日 中欧班列（重庆）运输至重庆的

集装箱货品，经南向通道国际铁路联运班列（重庆—河内），运
输至越南河内安圆货运站，提前实现南向通道铁海联运、跨境
公路、国际铁路联运3种主要物流组织方式的相互补充、协同
发展。

2018年4月12日 中新互联互通（重庆）物流发展

有限公司与中新南向通道（重庆）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签署
共建南向通道合资合作备忘录，标志着新加坡深度参与南向通
道建设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2018年4月20日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2018

年中方联席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通过了南向通道推进有关
情况，提出南向通道2018年工作要点，并发表了西部十省区市
共商、共建、共享南向通道倡议。

2018年6月2日 渝桂黔陇青五省区市“南向通

道”牵头部门共同签署青海省加入“南向通道”工作机制备忘
录。

2018年8月28日 中新南向通道（重庆）物流发展

有限公司与新加坡辉联集团签署《中新南向通道（新加坡）国际
货物集散中心合作协议》并揭牌，标志“南向通道”新加坡国际
货物集散中心正式建立。

2018年8月30日 新疆自治区商务厅与渝黔桂陇

青有关部门签署《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加入共建中新互联互
通项目南向通道工作机制的备忘录》，标志着新疆正式加入共
建“南向通道”工作机制。

2018年10月26日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陆海新通

道”北部湾港—重庆冷链专列成功首发。

2018年11月12日 在李克强总理和新加坡李显龙

总理的见证下，中新两国政府签署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
示范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谅解备忘录，“南向通道”正式
更名为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
通道”（简称“陆海新通道”）。

2018年11月30日 “陆海新通道”跨省区共建工作

推进会在渝成功召开，商务部亚洲司参赞刘军等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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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合川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陈苗 机构编码：000018500117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合川区中南路385号、385号附1号房屋及南办处南津街499号13幢3F、5F、6F、

7F、8F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合川区中南路385号、385号附1号房屋及南办处南津街499号13幢3F、5F、6F、

7F、8F，南津街街道办事处白塔路568号（第20幢）第2层部分房屋
成立时期：2002年5月16日 邮政编码：402260 联系电话：023-42826252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

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
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和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
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13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筹备组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段金涛
机构编码：00001550011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川区东城南大街83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川区南城街道办事处金佛大道185号（同邦国际城）7、8幢2-1
成立时期：2011年06月16日
邮政编码：408400 联系电话：023-71429658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险保险业务；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

准的其他人身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18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自贸区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胡洪伟
机构编码：00002250011280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花卉园西一路12号9-2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沙坪坝区西园北街8号软件园二期1#楼自贸大厦塔楼5楼506、507室
成立时期：2014年08月06日
邮政编码：400038 联系电话：023-67600268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农业保险、其他财产保险业

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10月3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筹备组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陆海新通道”建设

大 事 记

推 动 民 营 经 济 高 质 量 新 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