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2日首发的陆海贸易新通道
（果园港）班列，不是一趟简单的班列。
它的开行，不仅让果园港实现“进化”，
也让两江新区乃至整个重庆的大通道
建设得到助力。

果园港优化多式联运体系

果园港是我国最大的内河水、铁、

公联运枢纽港。截至目前，果园港码头
前沿16个5000吨级泊位已全部建成并
投入使用，港区“前港后园”和“铁公水”
联运基本实现，并形成集装箱 80 万
TEU、件散货600万吨、滚装商品车70
万辆和铁路500万吨的通过能力。

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是果园港发挥
长江黄金水道“黄金效应”的重要布局。

2017年12月底，中欧班列（重庆）
果园港班列首发，成为果园港打造多式
联运的标志性事件。该趟班列的开通，
标志着中欧班列（重庆）与长江黄金水
道实现无缝衔接，也打通了连接“一带
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最后一公里”。
2018年10月，中欧班列（重庆）“德国曼
海姆港—重庆果园港”班列成功开行，
果园港的多式联运体系更加完善。

3月12日，陆海贸易新通道（果园
港）班列的开行，无疑是果园港建立多
式联运体系道路上又一里程碑意义事
件。

公开资料显示，陆海新通道现已形
成国际铁海联运、跨境公路运输和国际
铁路联运等3种主要物流组织形式互为
补充、协同发展的格局，运行线路在国
内扩大至西部各省区市，向北延伸至呼
和浩特特，在国外向南陆上延伸至中南
半岛直至新加坡，海上延伸至新加坡等
71个国家155个港口。果园港与陆海

新通道成功对接，则大大优化了前者的
多式联运体系。

目前果园港已经开通上海—果园
—南充、果园—攀枝花、果园—西昌、果
园—西安等10多条水水中转和水铁联
运运输线路，成为周边省份外贸货物的
重要中转港。

两江新区加速打造开放门户

果园港，是两江新区开放的重要区
域，也是两江新区打造多式联运体系的
核心点。果园港对多式联运体系的优
化，也加速两江新区打造重庆内陆地区
对外开放的门户。

两江新区认为，以此次班列为标
志，陆海新通道、长江黄金水道、中欧班
列（重庆）等国际物流通道在果园港实
现了无缝贯通，为外向型货物提供了更
加高效率、便利化、低成本的物流服
务。如此一来，两江新区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及省市货源的辐射能力便大

大增加了，也助推了两江新区打造内陆
地区对外开放的门户。

“陆海贸易新通道（果园港）班列
正式发车，能充分联结国内外两个市
场，助推重庆充分参与国际分工，将深
处内陆的两江新区拉至对外开放的一
线阵地，进一步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两江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
任张国智表示。据介绍，近年来，两江
新区着力推进果园港的枢纽建设、通
道发展、口岸开放、功能完善等工作，
加快形成以果园港为核心的对外开放
格局。

除此之外，两江新区范围内还云集了
包括江北国际机场等在内的多条国际开
放通道，水、铁、空、公多式联运体系正在
加速形成。同时，依托中国（重庆）自由贸
易试验区、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
范项目、保税港等众多开放平台，两江新
区正加速构建承东启西、沟通南北、通江
达海的内陆开放门户。

重庆大通道建设再获助力

打造内陆开放高地，重庆的重要资
本，便是“大通道”。其中，长江黄金水
道、中欧班列（重庆）、陆海新通道，这东
西南三向物流大通道，是重庆大通道建
设的代表，也是推动开放的重要载体。
近年来，三向通道均发展迅速，不断突
破。但从“联动”来看，三向通道却还缺
乏“携手合作”之举。

去年4月，中欧班列（重庆）与陆
海新通道实现了首次联动，将东南亚
产品在重庆中转后，运往欧洲。这也
是重庆首次进行铁海联运国际物流中
转。

陆海贸易新通道（果园港）班列的开
行，则为三大通道的进一步合作提供契
机。市口岸物流办相关人士表示，该班列
的开行，为东、西、南三向大通道的无缝衔
接打下基础，重庆下一步也将着力推进此
事。

他还描述了未来重庆大通道建设的
蓝图：以果园港为中心，来自欧洲、东南
亚乃至全球的货物，可以通过这三向大
通道在重庆交汇。随后，根据各自需
求，或在重庆自销、或分拨国内其他地
区，或以国际物流中转形式，转运其他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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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自贸试验区
已实施改革试点任务129项
落地率85.4%，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三大互联网巨头先后落户

本报讯 （记者 杨骏 实习生 唐
璨）3月12日，市商务委召开重庆自贸试验
区建设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去年底，
重庆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151项改革试点
任务已实施129项，落地率85.4%。

截至2018年底，国家复制推广的自贸试
验区改革试点经验中，重庆已实施127项。
同时，重庆自贸试验区探索形成13个创新典

型案例、34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全国首创案
例6个、全国首创制度创新成果11个。

在项目落地方面，重庆自贸试验区内新
增企业注册 22054 户，注册资本总额
2317.68亿元，引进项目1677个，签订合同
（协议）总额5269.35亿元。其中，百度、阿
里巴巴、腾讯三大互联网巨头先后落户，商
汤科技人工智能、金泰克内存生产基地等标

志性项目落地。
市商务委表示，营商环境的改善，也是

重庆自贸试验区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重
庆外资项目备案实现立等可取，覆盖率达
100%；再如，开办企业时间从20个工作日
缩短至最快3个小时，口岸通关时间压缩了
三分之一。《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2018》显
示，重庆营商环境位居全国第五、西部第一。

本报讯 （记者 杨骏 实习
生 唐璨）3月1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市商务委了解到，此前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
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下称《通知》），
提出了53条创新举措。其中，重庆获
得两项“特权”：批准重庆设立“首次进
口药品和生物制品口岸”及赋予重庆
铁路运邮的权限。

两项“特权”进一步推动自贸区发展

据了解，本次《通知》围绕“营造优
良投资环境、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
动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推进人力资
源领域先行先试”等4个方面，提出了
53条深化改革创新举措。其中，适用
于重庆自贸试验区的有41条。值得一
提的是，该《通知》批准重庆设立“首次
进口药品和生物制品口岸”；同时，赋予
重庆自贸试验区“铁路运邮”的权限。

“自贸试验区本就是一个政策创
新、制度创新的平台，倡导差异化发展，
各类创新措施先行先试。本次《通知》
中，重庆独有的两项“特权”，也符合重
庆自贸试验区的特点。”市自贸办统筹
指导处相关负责人表示，重庆正打造内
陆开放高地和口岸高地，这两条举措也
与重庆的口岸建设、通道建设关系密
切，符合市场需求，出台得很及时。

另一方面，针对《通知》，市商务委
会同相关部门，制定了重庆的贯彻落
实意见，已经由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不日即将下发。

据了解，相关文件主要有4个方
面：一是从出台实施细则、下放管理权
限、优化操作程序、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等方面，逐条提出贯彻落实举措；二是
结合市级部门职能职责，明确了市教
委、市人力社保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局
等20余家牵头部门，确保每条每项都
有责任单位推进实施；三是明确了完
成时限，80%以上的改革措施限定在
今年6月底前落地实施，其余的贯彻
落实措施在三季度或年底前完成；四
是及时跟踪和通报落实进度，加强统
筹协调和监督检查，确保每条措施都
得到有效落实。

首次进口药品和生物制

品口岸落户重庆

《通知》批准重庆设立“首次进口
药品和生物制品口岸”，使重庆成为继
北京、上海、广州后第四个可进口首次
在中国境内销售的药品和生物制品
（疫苗类、血液制品类及血源筛查用诊
断试剂）的城市。

能够获得该权限，是重庆自贸试
验区与企业携手，充分发挥自贸试验
区平台作用和口岸功能的体现。几年

前，西部物流园与入驻企业重庆医药
（集团）合作，利用重庆是全国18个医
药进口口岸城市之一的优势，顺利地
用中欧班列（重庆）运输完成首趟进口
药品的测试，结束全国西部地区无直
接进口药品的历史，并获得国外药品
制造商认可。

随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此
事，责成沙坪坝区与西部物流园持续
推进相关工作。

因此，西部物流园通过搭建平台
的方式，从两个方面着力——一是积
极与重庆医药（集团）洽谈合作，希望
后者能继续开展此类业务；二是与各
相关部门衔接，从运输、通关等环节下
手，优化进口药品的运输流程、通关效
率、分销渠道等，确保进口药品顺利入
渝且销售。

另一方面，从产业角度出发，西部
物流园与多家医药企业进行洽谈，开展
与更多全球知名医药企业的合作，如瑞
典阿斯利康制药、法国赛诺菲制药以及
德国夏菩天然药物制药公司等都与西
部物流园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此外，
西部物流园先后进口施保利通片、博利
康尼雾化液和诺维乐3种全球畅销药
品，以100%合格率通过重庆市食药检

所的药品检验，逐步形成进口药品的规
模化和常态化。

条件基本成熟后，2017年，西部
物流园正式向国家提出申请，希望以重
庆铁路口岸为基础，在重庆设立首次进
口药品和生物制品口岸，这才有了现在
该口岸的落户。

“这只是一个开始，后面还需从多
个角度来维护、运营好这个口岸。”沙
坪坝区自贸办副主任谷永红表示，该
口岸的主要运输载体还是中欧班列
（重庆），所以，其进口药品也主要来源
于德国、瑞士等欧洲国家。至于具体
的进口药品类别，还有待企业洽谈。

他还表示，下一步，西部物流园将
从3个方面推动首次进口药品和生物
制品口岸的建设。一是取经北上广，
引入先进经验，并结合实际进行改进
创新。二是做好硬件基础设施配套，
比如在今年6月，面积达8万平方米的
恒温库将投入使用，有利于进口药品
的储存。三是引进更多医疗企业，并
结合重庆的医疗环境，打造符合自身
环境的进口药品产业链。

中欧班列（重庆）“撬动”铁路运邮

在《通知》中，重庆自贸试验区享受

的另一个“特权”，就是铁路运邮权限。
事实上，铁路运邮本是“不可能之

事”。在铁路合作组织（OSJD）1956年
颁布的《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简称

《国际货协》）中规定，在国际铁路直通
货物联运中不准运送邮政专运物品。
但随着国际经贸往来的增加，这一禁令
显然已不合时宜。

敢为人先。中欧班列（重庆）的开
通与运行，让重庆有机会改变这一现
状。重庆市政府先是组织中欧班列
（重庆）运邮的国内段测试，摸清基本
情况后，又积极与海关总署、中国邮政
集团等部门协调，提出利用中欧班列
（重庆）在沿线各国运邮的设想，获得各
方积极响应。

市口岸物流办相关负责人回忆，
为了促成此事，重庆市各部门与海关
总署、中铁总公司、沿线各国铁路部门
国沟通了许多次。据不完全统计，各
方召开了各种会议30多次，电子邮件
往来多达300余封。

最终，铁路合作组织在立陶宛召
开了政府层面会议（运输法专门委员
会会议），讨论通过了新版《国际货
协》。其中，删除了对禁止运输邮政专
用品的相关描述。

铁路运邮由此开启新篇章。
随着中欧班列（重庆）的成熟，全

国众多中欧班列相继涌现，国内众多
区域与中欧班列沿线国家关系交往越
发密切。为此，海关总署批准，重庆成
为可通过货运列车进行国际运邮的全

国唯一试点城市。
该试点批准不到半年，26袋邮

包、共计139件邮件便搭乘中欧班列
（重庆）从沙坪坝区团结村出发，顺利
抵达德国法兰克福邮件处理中心，并
全部成功投递。这也标志着中欧班列
全程运邮测试成功，开创了中欧国际
铁路运邮的先河。

这次测试，也实现了重庆海关的
“三个首次”：首次将安全智能关锁运
用到中欧班列（重庆）国内段监管，实
现启运地、中转地、出境地海关通过
安全智能锁统一实施监管；首次在中
欧国际铁路货运班列上实现了海关
通关与邮政作业系统的数据共享；首
次实现中欧国际铁路运邮电子化通
关，通过关锁直接存储、读取“邮件详
情单、邮件清单、邮件路单”等相关通
关信息。

2018年11月26日，一批来自德
国杜伊斯堡的邮包到达重庆国际邮件
互换局铁路口岸中心，标志着中欧班
列（重庆）首次回程运邮测试成功。由
此，中欧班列（重庆）完成了铁路运邮
的双向测试，铁路运邮的历史彻底被
中欧班列（重庆）改写。

据统计，目前，中欧班列（重庆）
通过去程班列运输邮包，已基本形成
常态化。从2017年 10月到2018年
11月底，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通过中欧
班列（重庆）共计发运铁路小包79万
件，总重量约240吨，货值约1150万
美元。

重庆获得两项自贸“特权”

获批设立首次进口药品和生物制品口岸

本报讯 （记者 杨骏 实习
生 唐璨）3月12日，陆海贸易新通道
（果园港）班列正式开通运行。

据了解，陆海贸易新通道（果园
港）班列从果园港出发两天后，将抵达
广西钦州港，随车货物将经钦州港转
运至东南亚地区的胡志明市、海防、雅

加达和印度钦奈等地，全程运输时间
约10天，比此前通过长江水道转运节
约一半时间。

此次班列满载25个车厢的货物，
除重庆本地制造的汽配、装备机械类
产品外，还搭载了成都等周边地区的
货物。

同时，始发现场一并举行了
“路企直通”班列首发仪式。果园港
相关负责人称，路企直通运输启动
后，本务机车能实现在铁路和企业间
的直入直出，从而减少果园港发运国
际班列的中间环节，提升物流效
率。

陆海贸易新通道陆海贸易新通道（（果园港果园港））班列开通班列开通
2525个车厢货物将经钦州港转运至东南亚地区的胡志明市个车厢货物将经钦州港转运至东南亚地区的胡志明市、、海防海防、、雅加达雅加达

和印度钦奈等地和印度钦奈等地，，全程运输时间约全程运输时间约1010天天

▶陆 海 贸 易 新 通 道（果 园 港）
班列。

（两江新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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