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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中国重庆·涪陵首届榨菜产业博览会在涪陵开幕，副
市长李明清出席开幕式。 （记者 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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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1月8日，
共建“陆海新通道”主题对话会在重庆举
行。来自中新两国和东盟的各界人士汇
聚重庆，聚焦共建“陆海新通道”主题，交
流思想、启迪智慧、共话合作，推动“一带
一路”建设及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走深走
实。新加坡贸工部部长陈振声，市委副
书记、市长唐良智出席会议并作开幕致
辞。

陈振声在致辞中说，在中新两国领
导人高度重视和亲自推动下，中新互联
互通项目顺利实施，“陆海新通道”的总
体框架和指导原则已经确立，今年将致
力于推动“陆海新通道”取得实实在在的
成果。希望项目能够加强中国西部地区
与世界的联系，改善多式联运水平，加强
数据、人才、科技、金融的互联互通，降低
融资成本、运营成本，催化整个西部地区
的增长，从而加深中新两国之间的联系，
实现优势互补，造福两国人民。目前，货
物从东南亚经“陆海新通道”到重庆仅需

不到一周时间，而且运输成本正在降低，
这其中蕴藏着巨大商机。中新互联互通
项目和“陆海新通道”是一个开放包容的
网络型平台，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省区市
和东盟国家参与其中，提升网络运营效
率，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将这个网络做大
做强，打通“最后一公里”，实现包括贸易
物流、现代服务在内的全方位互联互通。

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陈敏
尔书记，向莅临本次会议的政商界人士
和媒体朋友们表示欢迎。他说，当前，
重庆正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主席殷殷嘱托，谋划实施内陆开放高
地建设行动计划，加快建设内陆国际
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努力在西部内陆
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2018年，重
庆进出口总值达到5200亿元、增长15%
以上，实际利用外资稳定在100亿美元
以上，在渝世界 500 强企业达到 287
家。“陆海新通道”整体建设成效超出预
期，“渝黔桂新”铁海联运班列、重庆—东

盟跨境公路班车、国际铁路联运（重庆—
河内）班列分别累计开行657班、661车
次、55班，各兄弟省区相继开行一系列
班列。“陆海新通道”是开放共享、合作共
赢的通道，前景广阔。未来，重庆将切实
履行通道运营中心职责，秉承“开放包
容、创新实践、协同联动、共建共享”理
念，聚力推动互联互通、实现高效便捷、
增强辐射能力、培育集聚产业，促进与

“中欧班列”和“长江黄金水道”有机衔
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陆海新通道”迈
出新步伐。我们愿与西部各省区和沿线
国家一道，齐心协力把“陆海新通道”打
造成国际交流的通衢大道、繁荣发展的
康庄大道、增进福祉的幸福大道，共同谱
写开放新篇章。

对话会上，商务部部长助理任鸿斌、
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军、广西壮族自治区
副主席杨晋柏先后作主旨演讲，四川省
副省长李云泽、贵州省副省长卢雍政、甘
肃省副省长张世珍、宁夏回族自治区副

主席王和山以及云南、青海、新疆等兄弟
省区政府领导，东盟国家驻华使领馆代
表，国际组织负责人，中国铁路总公司、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招商局集团等央企
负责人，PSA国际港务集团、叶水福集团
等新方企业代表分别作主题发言。大家
围绕会议主题交流思想、贡献智慧，提出
了许多真知灼见。

新加坡人力部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
长杨莉明、交通部兼卫生部高级政务部
长蓝彬明、驻华大使罗家良，市委副书记
任学锋，副市长刘桂平出席会议。发展
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
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
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展研
究中心、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国
家有关部委，陕西、内蒙古、西藏等省区
政府，新加坡企业发展局、资讯通信媒体
发展局、金融管理局、关税局、民航局等
部门，市相关区县、部门的负责人等参加
会议。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及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走深走实

共建“陆海新通道”主题对话会在重庆举行

67岁的杨汉芝家住巫溪县兰英大峡
谷悬崖上的周家坪（小地名）。过去，老杨
家一年半载都很少有亲戚上门，现在，他
的高山人家农家乐才试营业一个月，就接
待游客100余人，毛收入3000多元。

“公路修好了，游客来了。”1月7日，
老杨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油化后的挂壁
公路，让周家坪成了观赏红叶的最佳地
点，“我们不用出门打工就有收入。”

修一条路、造一片景、富一方百姓。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的“四好农村路”
建设与美丽乡村深度融合，联乡、联村，
联景、联心，促进了乡村旅游发展，盘活
了闲置旅游资源，建起了休闲旅游大走
廊，绿水青山正在变成金山银山。

一条路，让兰英大峡谷变身景区

周家坪所在的兰英乡兰英村四组，
三面临崖，背靠青口岭崖壁，交通极为不
便。18年前，周家坪的23户村民历经4
年零3个月奋战，在悬崖上凿出了一条
1.2公里长的挂壁“天路”。

路通了，但沿途险象环生。后来，数
十户村民先后搬离了周家坪。杨汉芝
说：“结果路烂了，院子空了。”

2017年，巫溪县推进“四好农村路”
建设，出资将这条“天路”拓宽、平整，并
硬化路面，还在悬崖边筑起了堡坎。去
年，这条公路又实施了油化。

“路修好了，搬离周家坪的村民又回
来了。”杨汉芝说，红叶漫山的季节，很多
游客把小车开到了周家坪。于是，村民

们开始改造房屋，种植药材，发展农家
乐，吃上了旅游饭。

周家坪所在的兰英大峡谷全长100
余公里，最窄处仅有13米，最深处2400
余米，幽深神秘。以前在当地人眼中，这
就是穷山恶水，其高山险峻、峡谷幽深、
山泉清澈、红叶漫山的美景并不为村民
所欣赏，更不为外人所知。

挂壁公路揭开了兰英大峡谷的神秘
面纱，路虽险，但峡谷美。瀑高、峰险、山
奇、石怪、水清、洞幽、禽珍、兽异，有人
说，这是一条世界上罕见的山水画廊，也
有人称这是三峡地区乃至世界最具视觉
冲击力的大峡谷。那条“天路”也自成一
景，宛如卧龙盘旋，一会儿逶迤绝壁、一
会儿又穿越山头、一会儿又俯身谷底恰
似巨龙饮水。

去年，随着这条“天路”的油化，峡谷
变成了景区。兰英大峡谷农家乐老板夏
朝明说：“现在路好了，大峡谷的美景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我也就有底气开
农家乐了。”

据统计，2018年兰英大峡谷接待游
客5万余人次，在其中为期一个月的红
叶季就接待人数2万多人次。

公路通了，一个个景区“火”了

梁平区滑石寨是古战场遗址，占地
面积约7000亩，是坪坝上突兀拔起的一
座高260多米的孤峰，因寨前大片山石
裸露，陡峭光滑，故名“滑石寨”。由于地
势极其险要，古寨至今依然完好地保存
着古碉楼、寨门、石厅等遗迹。

“滑石寨素有‘小华山’之美誉，极具
旅游价值。”滑石寨景区负责人称，因为
滑石寨山高坡陡，交通不便，景区虽建好

了，但游客量一直上不去。
2018年，滑石寨所在的金带镇建设

“四好农村路”近4公里，打通了该景区
的交通瓶颈。据统计，仅仅今年元旦期
间，滑石寨就接待游客 2.32 万人次，
2018年全年接待游客达50万人次。

围绕滑石寨建设的“四好农村路”只
是梁平“二环路”中一小段。据介绍，梁
平“二环路”全长约91公里，以城区为中
心，串联仁贤、安胜、星桥、合兴、梁山、双
桂、蟠龙、大观和金带9个乡镇（街道），
衔接都梁山和高梁山。

“像一条灵动的玉带，穿越崇山峻
岭。”梁平区交委负责人称，“二环路”联
通城市乡村，已不是单纯的出行道路，而
是能让人忆起浓浓乡愁的“四好农村
路”，是一条重要的旅游观光路，将双桂
堂、桂香天地、数谷农场、滑石古寨、蟠龙
洞、唐家坡印象、梁平柚海、万石耕春、川
西渔村等景区串联了起来。

百里竹海位于梁平西北部，由35万
亩连片竹林构成，这里盛产寿竹，梁平也
因此享有“中国寿竹之乡”美誉。可以
前，却鲜有人走进百里竹海。

今年5月，百里竹海旅游度假区试
开园，3个月接待游客50余万人次，实现
综合旅游收入2.5亿元。百里竹海一下
子就“火”了。梁平区旅游发展委员会负
责人称，百里竹海开园即“火”的重要原
因，就是“二环路”串联起了各景区之间
的出入通道。

据介绍，2018年梁平区共开工建设
“四好农村路”950 公里，完工 460 公
里。全年接待游客520万人次，实现旅
游 总 收 入 25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2.51％、89.39％。

“四好农村路”，也是美丽风景

十多年前，在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
黑山镇北门村，流传着“有女不嫁北门
郎”的说法。但现在的北门村，依托一条
健身绿道，走上了体育与旅游的融合道
路，单身汉少了，游客也争相前往体验不
一样的风景。

据介绍，在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
中，万盛在黑山谷景区南门到北门之间，
打造了约8公里长的塑胶健身骑行绿
道，并在沿线修建健康驿站、生态厕所、
公交站点等，促进体旅融合。

“自从修建了健身绿道，我的农家乐
生意可好了。”44岁的尹仁强是北门村人，
开办农家乐十多年了，但之前的生意并不
好。他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自从健身绿道
修到家门口，前来骑行、徒步的游客越来
越多，“我年收入比以前增加了近2万元。”

目前，黑山镇已建成健身绿道128
公里，带动了200余家农户发展农家乐，
近2000人因此增收甚至致富。

“‘四好农村路’也能建成风景区。”
万盛经开区交建公司董事长张涛称，“四
好农村路”不但能带动景区建设、带“火”
景区旅游，其自身也能成为一道美丽的
风景，“比如黑山这条健身绿道，它不仅
是一条骑行休闲的景观带，还是沿线农
民致富的‘黄金大道。’”

据统计，2018年，万盛全年接待游
客2207.1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45.9
亿元。

“天路”升级 兰英大峡谷成红火景区
——“四好农村路”为巫溪周家坪、梁平滑石寨等众多乡村带来全新发展机遇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1
月8日，中新互联互通重点项目
签约活动举行，现场共签约9个
项目。签约活动结束后，举行了
中新（重庆）机场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揭牌活动。新加坡贸工部部长
陈振声，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
出席活动。

新加坡人力部部长兼内政部
第二部长杨莉明、交通部兼卫生
部高级政务部长蓝彬明、驻华大
使罗家良，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市
领导段成刚、刘桂平等出席活动。

本次签约的重点项目涵盖
金融、物流、信息通信、医疗健
康、产城融合等多个领域。其
中，两江新区管委会与新加坡鹏
瑞利置地集团合作建设鹏瑞利
国际医疗健康综合产业项目，将

以重庆北站交通枢纽为依托，形
成集国际医疗机构、国际养老机
构、高端酒店、商业、国际会展中
心于一体的医疗养老商业综合
体。市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与
新加坡交易所达成战略合作，将
加强中新双方金融服务领域的
交流合作与信息共享，服务中国
西部企业上市、发债等。

中新（重庆）机场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由重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与新加坡樟宜机场管理投资公司
共同出资成立，主要经营管理重庆
江北国际机场的餐饮、零售、广告、
停车场、嘉宾服务等项目。公司将
借助新加坡樟宜机场先进的管理
经验，提升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运营
管理水平，助推重庆加快建设国际
航空枢纽。（相关报道见4版）

中新互联互通重点项目签约
中新（重庆）机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揭牌

陈振声唐良智出席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周松）1月
7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存
荣到九龙坡区调研我市第四次
全国经济普查登记工作。吴存
荣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市委、
市政府工作安排，坚持依法普
查、科学普查、真实普查，压实工
作责任，确保普查源头数据真实
准确。

吴存荣先后来到重庆渝福智
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中标（重
庆）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谢
家湾顺风123华露快可餐厅，详
细了解普查人员对企业、个体经
营户进行现场登记和采集数据情
况，并与普查员和相关企业负责
人深入交流。

吴存荣强调，做好我市第四

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对摸清我
市家底、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全市各级普查机构要
根据规上企业、规下企业、个体
经营户等不同情况，分类普查、
精准施策，摸清发展底数，为市
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统计支
持和参考依据。普查人员要主
动加强学习，熟练掌握国家统计
联网直报平台、手持电子终端设
备等各项要求和技能，认真采
集、核对普查数据，不得漏表缺
项、不得编造篡改。要做好政策
宣传和普查引导工作，严格保守
普查对象的个人隐私和商业秘
密，充分赢得普查对象的信任、
支持和配合，为按时保质完成经
济普查工作营造良好氛围、提供
有力支持。

吴存荣在调研我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登记工作时指出
压实工作责任

确保普查源头数据真实准确

本报 讯 （首 席 记 者 陈
钧 实习生 唐璨）1 月 8 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海关获
悉，731票家用电器、装饰品等
商品，通过跨境电商出口统一
版系统申报出口，经重庆海关
所属渝州海关放行后，1月8日
凌晨已从霍尔果斯口岸出境，
发往匈牙利。这标志着重庆跨
境电商零售出口业务正式开

通，重庆海关跨境电商直购进
口和零售出口业务实现全覆
盖。

据悉，2018年1-11月，重庆
关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累计申报
清单总数2085.6万票、商品总金
额 达 43.4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4.86%、35.56%，位居全国第五
位，有力地带动了地方电商产业
的快速发展。

重庆首票跨境电商
零售出口商品顺利通关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到2018年底，重庆高速公路通
车里程已达3096公里，到2020
年将达到 3800 公里。这是 1
月 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高速
蝶变——重庆高速献礼改革开
放40周年书画摄影展”上获悉
的。

1995年，重庆第一条高速公

路——成渝高速建成通车。到
2018年底，重庆高速公路通车里
程已达到3096公里。根据重庆
城市提升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未来我市将加密高速路网，
到2020年，我市高速公路通车里
程将达到3800公里，省际出口将
达到27个，乡镇高速公路覆盖率
达到75%。

重庆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已达3096公里

（上接１版）今天的会议，双方就完善项目
合作机制、推动一批标志性项目、推进“陆
海新通道”建设、拓展渝新合作空间等达
成了重要共识。在标志性项目中，“陆海
新通道”是有机连接“一带”和“一路”、“一
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战略通道，中新
数据通道是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中新
金融科技合作示范区是金融科技产业高
起点、国际化发展的示范区，中新航空产
业园是航空产业合作的集中展示区，中新
金融峰会是国际性、权威性、高规格金融
合作交流平台。下一步，双方将齐心协力
健全合作机制，加强内外协调、上下衔接、
区域联动，凝聚广泛工作合力，充分发挥
重庆和新加坡“双枢纽”作用。齐心协力
建设重点项目，推动标志性项目，策划培
育新项目，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打造更

多可视性成果。齐心协力抓好核心任务，
建好运营平台、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促进
贸易便利、加强产能合作，加快“陆海新通
道”建设。齐心协力推动政策创新，用好
已有创新政策，争取更多创新突破，放大
政策制度红利，不断增强示范带动效应。
齐心协力深化合作交流，搭建高端国际化
平台，推动人员常态化交流，持续提升项
目建设能力，推动项目取得更多丰硕成
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大福祉。

商务部亚洲司司长彭刚作为中方牵
头单位发言。他说，商务部将继续与新
方政府部门和各界一道，加强协调合作，
继续依托项目三级合作机制推动全面合
作，滚动实施一批功能性、标志性的重点
项目，探索政策举措和商业模式创新，加
快推进“陆海新通道”建设合作，为中新

互联互通项目取得更多成效作出更大贡
献。

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姚文代表参会部
委发言。他说，外交部有责任支持并推进

“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将把“陆海新通道”
建设与中新关系发展、国际区域合作、新一
轮改革开放更好地结合起来，以开放、包
容、共赢的理念和实践，与各方一道，共同
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贸秩序。

新加坡人力部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
杨莉明、交通部兼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蓝
彬明、驻华大使罗家良，市委副书记任学
锋，市领导段成刚、刘桂平等出席会议。发
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
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人
民银行、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展研究中
心、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国家有关
部委，新加坡企业发展局、资讯通信媒体发
展局、金融管理局、关税局、民航局等部门，
中国铁路总公司，淡马锡国际私人有限公
司、PSA国际港务集团等新方企业，市相关
区县、部门的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联合实施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在重庆举行

（上接１版）要加强创新能力开放
合作，扩大国家科技计划和项目
对外开放，在人员往来、学术交流
等方面创造更多便利条件，更加
广泛汇聚各方面创新资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韩正在主持大会时说，
党中央、国务院隆重奖励在我国
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中作出杰出贡
献的科技工作者，充分体现了对
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
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亲切关怀。
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以获奖者为
榜样，坚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
奋斗目标，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
的理念，坚定信心和决心，加快关
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在重大科

技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在更高层
次、更大范围发挥科技创新的引
领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院副总理刘鹤在会上宣读了《国
务院关于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的决定》。

刘永坦、钱七虎代表全体获
奖人员发言。

奖励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国家科学
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
留念。

丁薛祥、许其亮、陈希、黄坤
明、艾力更·依明巴海、肖捷、何立
峰出席大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军队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国家科
技领导小组成员，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委员会委员，2018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及亲属代
表，首都科技界代表和学生代表
等约3300人参加大会。

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共评选出278个项目和7名科技
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38项，
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37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67项，其中一等
奖4项、二等奖63项；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173项，其中特等奖
2项、一等奖23项、二等奖148
项；授予5名外籍专家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中共中央国务院
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周家坪三面临崖，
交通极为不便。18 年前，
当地 23 户村民奋战 4 年零
3个月，在悬崖上凿出一条
1.2公里长的挂壁“天路”

●路通了，但沿途险
象环生，让人望而生畏。
数十户村民先后搬走。路
烂了，一个个院子空了

●2017 年，巫溪县推
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将

“天路”拓宽、平整。去年，
这条公路又进行了油化

●路修好后，搬离周
家坪的村民回来了，游客
也跟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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