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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
生 唐璨）4月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
江新区获悉，为助力果园港发展“多式
联运”，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

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国铁路总公司明确
表态，将支持重庆鱼嘴货运站由二级货
运站升级为一级国际铁路枢纽站，并增
加集装箱装卸功能。

据介绍，鱼嘴货运站原本是渝怀铁
路线上一个站点，位于江北区鱼嘴镇，
距离果园港5公里。为发展“多式联
运”，重庆规划建设了果园港铁路专用
线与渝怀铁路和鱼嘴货运站接轨。

据了解，按照此前中国铁路总公司
和重庆市政府共同确定的《重庆铁路枢
纽规划（2016-2030年）》，鱼嘴货运站
规划为区域性二级铁路物流基地。

在该规划中，至2030年，重庆将形
成“1+2+12”的枢纽三级铁路物流网
络体系，逐步形成全国性一级物流基地
1个（改扩建团结村）；区域性二级铁路
物流基地2个（新建小南垭、鱼嘴站），
地区性三级物流基地12个（既有唐家
沱、黄磏、磨心坡、伏牛溪、洛碛站，也有
改扩建白市驿和新建的木耳、龙盛、南
彭、土场、东港、双福站）。

“重庆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的联结点上，果园港是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平
台。”两江新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果园港现已完成了中欧班列
（重庆）、陆海贸易新通道（果园港）的发
运，实现了长江黄金水道、中欧班列（重
庆）以及陆海贸易新通道三大国际物流
通道在果园港的无缝贯通，为外向型货
物提供了高效率、便利化、低成本的物
流服务，将大大增强两江新区乃至重庆
对“一带一路”国家及沿线省市货源的
辐射能力。

在此背景下，为了让果园港“多式
联运”发挥更大作用，两江新区将与市
级有关部门合作，推进鱼嘴货运站的
打造。

中国铁路总公司明确表态

支持鱼嘴货运站升为一级国际铁路枢纽站

4月8日，在重庆自贸试验区两江
片区挂牌两周年新闻发布会上，重庆自
贸试验区两江片区（以下简称两江片
区）晒出成绩单：截至目前，两江片区市
场主体已累计达到19420户，注册资
本合计3672亿元。

相比过去的成绩，作为重庆自贸
试验区的核心区，两江片区下一步的
计划更受人关注。重庆日报记者了解
到，未来，两江片区将有三个方面的新
变化。

“多式联运”提速

“多式联运”体系一直以来都是两
江片区发力的重点。

据介绍，两江新区将从推进建设
多式联运监管中心、发挥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功能、完善通道间互联互通等
三个方面着手推进新区多式联运体系
建设。

今年1月，中新（重庆）多式联运示
范基地奠基仪式在两江新区鱼复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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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又
一项丰硕成果。该项目建成后，将为

“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服
务。

两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杨立杰表
示，下一步，两江新区还将充分发挥“一
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联结点功能，依
托重庆自贸试验区和中新（重庆）战略
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以及果园港、保
税港区等重要开放平台，深入推进内陆
开放高地建设，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
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拓展全球保税维修业务

两路寸滩保税港区提供的数据显
示，近两年保税港区生产智能终端产品
约 5080 万台（件），年均增速达到
20%。

而智能终端产品生产企业主要分
布在两江片区。之前，这些企业主要从
事加工贸易。下一步，两江片区将着力
优化加工贸易结构，比如开展智能终端
产品的维修业务。

目前，两江片区的保税维修业务正
稳步展开，整体形成以传统笔记本电脑
为基础、多种智能终端产品共同发展的
产业集群。

其中，惠普全球配件及维修中心已
经投入运营，并实现产值20亿元。

“对企业来说，维修比加工贸易更

赚钱。”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入驻企业翊
宝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会持续
推动智能终端产品的维修业务。据翊
宝公司预测，一年的手机产品维修量可
望达到5.3万台左右，货值达1200万美
元；电子书等产品约18万台，货值达
4200万美元。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

两江片区还将加快推进“互联网+
政务服务”改革。预计今年将推进
80%以上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窗”分
类受理。

下一步，两江片区还将持续从推进
“放管服”改革、改革外商投资管理、推
动设立自贸专业审理机构等多方面发
力，全面提高区内的投资便利化水平。

此外，按照《两江新区加快推进国
际合作平台建设方案》和《两江新区国
际合作产业园布局规划》等多份文件，
两江片区将进一步加强与新加坡、德
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瑞士等发达国
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营造外资、外企、
外籍人才集聚的开放新高地。

重庆自贸试验区两江片区挂牌两周年

未来，两江片区将有三方面新变化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

新华社重庆 4 月 4 日电 （记者
赵宇飞 耿鹏宇）10年前，接到美国总
部下达的目标任务时，林同棪国际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简称林同棪国际）中国
区总裁杨进认为“完全脱离实际”。

在杨进看来，2009年林同棪国际
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在中国的业务量仅
1亿元，而美国总部要求在10年内达
到10亿元，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在2018年，这家中美合资的城
市基础设施工程咨询集团，在中国的业
务量已突破20亿元，业务范围已从中
国区总部所在的重庆市，扩展至全国
16个省份。

“当年不是目标太高，而是目标太
低了。”杨进笑着说。

1954年，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在美国旧金山创立，主要从事桥
梁和基础设施工程设计咨询。改革开
放之后的1994年，林同棪国际将中国
区总部设立在重庆，成为中国政府批准
的首批中外合资设计企业之一。

当年，杨进认为美国总部下达的目
标任务“完全脱离实际”，是有理由的。

“那时，对于外资企业而言，中国在
建筑领域的开放程度仍然不够，这让我
感到前景并不乐观。”杨进说。

彼时，中国在建筑设计、测量、工程
施工等领域不允许外资独资经营，外资
在资质获取、招投标等方面也面临障
碍。

而如今，林同棪国际能翻倍完成当
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在杨进看
来，与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深入
密切相关。

杨进说，中国对外开放越来越广，
比如建设工程勘察业务、建设工程设计
等关键领域向外商开放，外商在中国跨

省级行政区开展业务不再需要在当地
注册公司等。

如今，林同棪国际的业务已从单
一的桥梁设计，拓展至城市基础设施
的全产业链。2018年，林同棪国际承
接重庆轨道交通5A线，成为第一家承
担中国轨道交通设计总体总包的外资
企业。

同时，林同棪国际还在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等城市陆续中标重大项目，
参与到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
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中。

受益于此，林同棪国际的业务量已
连续多年保持30%以上的增长。

3月1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
投资法》，进一步明确对内外资企业一
视同仁、平等对待，并针对外国投资者
普遍关心的知识产权、技术转让等问题
出台了明确保护规定。

“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历程中的又一
个里程碑。”杨进认为，外商投资法的出
台，为外资企业提供了更大空间、更多
便利和更多保障，让在华外资企业看到
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优化营商环境
的态度和决心。

“未来，中国将继续成为外商投资
的热土。”杨进说，中国拥有巨大市场，
对全球投资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随着中
国开放程度的加深，其市场潜力对广大
外资企业而言愈发重要。

杨进表示，以外商投资法为代表，
中国正在实施一系列扩大开放的行动，
在扩大进口、减税降费、放宽外商投资
准入、优化投资环境、深化“放管服”改
革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举措，这更将使
得中国成为深受外商关注和青睐的投
资目的地。

3月25日，春光明媚，从空中俯瞰沙滨路石门大桥到磁器口路段，一片充满活
力的红墙灰顶建筑群尤为耀眼——它就是上世纪90年代倒闭的重庆红岩缝纫机
厂旧址、如今焕然一新的重庆国际创客港。

据了解，这座位于嘉陵江滨江路黄金地段的创客港，如今已形成以创新技术、
设计服务、文化传媒、信息咨询及“双创”孵化器等为主的产业格局，吸引了100余家
新型企业进驻，1000多名年轻“创客”在此打拼。2018年该创客港产值超过1亿元，成
为重庆规模最大的滨江“双创”产业园。

图①：3月25日，从空中俯瞰沙滨路上的重庆国际创客港。
图②:3月25日,创客港里一培训机构的创客戴老师正教孩子们跳拉丁舞。

特约摄影 钟志兵

老 厂 的 春 天
——红岩缝纫机厂蜕变成为重庆国际创客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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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外商眼中的中国对外开放之变

由中美合资企业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设计的重庆黄桷湾立
交桥。（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谢智强 摄

（上接1版）
“很多时候，步行甚至比坐车快。”

78岁的廖远和自幼居住在重庆的“母
城”——渝中半岛，走路三五分钟就能
到达的地方，坐车却需要十几分钟，倘
若遇上堵车，则时间更长。

后来，廖远和发现，在渝中半岛步
行变得越来越困难。日渐增多的公路、
不断涌现的高架桥、拔地而起的高楼大
厦，阻断了许多城市步道，使之成为断
头路，挤压了步行空间。

近年来，为进一步完善重庆慢行系
统，提升城市品质，重庆市编制完成《重
庆市主城区山城步道专项规划》。规划
中提出，要以群众出行需求为导向，在
人口密度大、建设强度高、地形高差大、
路网密度不足、公交接驳不便的地段布
局步道。

“建设山城步道，绝非‘为建而
建’。”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罗

江帆说，这是城市完善绿色慢行系统的
需要，能更好地满足市民出行需求，缓
解城市交通压力。

以位于渝中区核心区域的“山城第
三步道”为例，这条全长3.9公里的步道
上下高差近80米，连接着不同的街道，
涵盖公园、医院、学校、居民区、农贸市
场、历史遗迹、地铁站等，其主要理念是
通过步道实现不同城市功能的贯通。

罗江帆表示，将山城步道与轨道、
公交站点等串联起来，完善城市慢行系
统的“最后一公里”，能提高便捷性和通
畅性，方便市民生活。

串起母城人文记忆，享受
独特观景体验

作为重庆传统步道之一，“山城巷
步道”连接着重庆的上下半城，自古以
来是居民出行的交通要道。

步道沿线古朴的青石板路、茂密的

老黄葛树、斑驳的旧石墙、韵味十足的
老旧店铺，承载着老一辈人的重庆记
忆。有人说，不到山城巷，不知老重
庆。如今，这里已成为“网红景点”，每
天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打卡”。

沿着“山城巷步道”的青石台阶拾
级而上，就能看到厚庐、法国仁爱堂等
历史建筑，以及重庆作为二战盟军远东
指挥中心时期的遗迹。

“山城巷步道”还拥有一条悬空栈
道。栈道外侧是悬崖，内侧紧靠古城
墙。凭栏远眺，长江两岸的美景尽收眼
底。

23岁的张珺瑶从北京到重庆旅游，
专程和朋友到山城巷步道“打卡”。“在
这里能充分感受重庆历史文化和山水

特色，感受到重庆的空间立体感和文化
厚重感。”张珺瑶告诉记者。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化风
貌处处长秦海田表示，重庆许多步道穿
过历史街区、传统风貌区，历史文化资
源十分丰富，它们除了具有交通功能，
还可以彰显山城文化。

根据规划，传统步道的配套建设将
得到完善，年久失修的路面将得以修
缮，并将根据需要增设座椅、观景平台、
文化标识等。

“山城步道本身不是景，也不去刻
意造景，而是通过‘串珠成链’和对景、
借景等方式，把重庆的山水颜值、人文
气质多维度地展示在世人眼前，带来独
特的城市观景体验。”秦海田说。

荒山变身休闲绿廊，提高
城市生活品质

“以前，这里还是一座荒山，草比人
高，完全没有路。除了偶尔有人上山扫
墓，平时几乎没人来。”57岁的重庆市民
唐淑华说。

唐淑华说的“荒山”是指现在的重
庆虎头岩公园，其中的山脊观光道受到
市民喜爱。

这条步道依虎头岩山脊而建，由架
空廊道、慢跑坡道、步行梯道等组成，沿
线设置了多处健身及休憩设施，布局了
多处观景平台及观景节点。

步道连接虎头岩、红岩村、化龙桥
等居住社区，并串联二十九中学、重庆
工业学校、重庆总部城等城市公共节
点，成为附近的居民、学生、白领青睐的
健身休闲空间。

行走于步道间，绿树成荫，空气清

新，步移景异；极目远眺，嘉陵江、鸿恩
寺森林公园的美景尽收眼底。既可健
身休憩，又可观江览胜，是城市中不可
多得的休闲绿廊。

“虎头岩步道的建设，不仅改善了
周围的环境，还提高了生活品质。”家住
红岩村的王兆俊说，她几乎每天都会来
这里散步，让身心得到彻底放松。

罗江帆表示，山城步道是重庆宝贵
的城市财富。山城步道不仅是山城不
可或缺的交通之路，还承载着市民休
闲、健身、人文等多方面需求。未来，重
庆市将在完善步行出行功能、公交系统
接驳、配套服务设施等基本功能上，分
别挖掘街巷步道、滨江步道、山林步道
特色功能，打造重庆独有的山城步道，
逐渐形成以渝中区人文中心为核心，

“两江四岸”、中梁山、铜锣山为主要轴
线，延伸至城市腹地的山城步道系统。

（新华社重庆4月8日电）

山城步道：徜徉在绿水青山间的乡愁记忆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
生 唐璨）4月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
江新区城市管理局了解到，为有效遏制
火灾事故发生，照母山森林公园引进了
地表火红外监测预警物联网，该系统不
需要电源供电，不需要通信网络，采用
红外光谱探测技术，直接探测植物初燃
和明火产生的特定红外光谱，15秒内
便可准确探测到火灾现象。

据介绍，地表火红外监测预警系
统，是一种综合运用红外传感、人工智
能、无线通信、自动组网、野外供能等国
际先进技术打造的无线传感网络系统，
主要由红外火灾探测器、环境探测器、
物联网网关与云服务平台软件四部分
组成。

该系统是覆盖天网、空网、地网空
域的立体防火监测体系，具有卫星遥
感、视频监控、红外监测等功能，由重庆
市林业科学研究院联合重庆工商大学
等单位，在国家发改委、国家林业局立
项的“国家级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项
目支持下研发而成。

这套系统采用光能供电，生命周期
可达10年。不同于传统的太阳能供
电，这种供电模式基于类似植物光合作

用原理，只要附近有光源，即使是微弱
光照环境下，仍然可以持续收集及储存
光能。

在野外开放环境中，烟雾和温度检
测技术无法探测火灾现场。地表火红
外监测预警系统充分利用“大气窗口”
现象原理，采用红外光谱探测技术，探
测植物初燃时产生的一氧化碳和明火
产生的二氧化碳所释放出的特定红外
光谱，可在15秒内准确探测到火灾现
象。

“每个探测器的有效探测范围为数
百米，哪怕一张纸被点燃也可以探测
到。”照母山公园管理方左岸环境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套系
统无论白天、夜晚还是下雨、大雾，可以
24小时不间断巡护，切实达到林下火
情“早发现、早扑救”的目标。

据悉，目前，照母山森林公园共
安装了约 300 个红外火灾探测器。
当红外火灾探测器探测到早期火灾
现场后，物联网服务平台将会把火灾
信息和地理位置以短信的形式发送
至预定的巡护人员手机上。巡护人
员到现场查看后，根据现场情况进行
处理。

采用红外光谱探测技术 15秒内能探测火灾现象

照母山森林公园引进智能防火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