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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4日向泰王国
国王哇集拉隆功致加冕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值此陛下加冕之际，我谨代
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和泰
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你是中国人民

的老朋友，长期关心支持中泰友好事业。我高度重视中
泰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继续弘扬中泰传统友谊，
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取得更大进展。祝泰王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
康。

习近平向泰王国国王哇集拉隆功致加冕贺电

本报讯 （记者 杨骏 实习生 唐璨）5月4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市商务委获悉，Asia300全球商业论坛重庆峰会
（下称Asia300重庆峰会）将作为第二届“西洽会”的重要活
动之一，于 5 月 16 日在温德姆酒店举行。这是日经
Asia300全球商业论坛首次在重庆举办。

本次Asia300重庆峰会由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市商务
委，以及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日本经济新闻社联合主办。活
动主题为“开放的亚洲经济圈——地区合作带来的新商
机”。参与活动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将围绕亚洲经济新时
代、“一带一路”建设下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地区合作等话
题展开讨论，展现“一带一路”建设的“共商、共建、共享”成果。

组委会介绍，本次Asia300重庆峰会将邀请日本前
政要、亚洲著名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或董事级人员、研究
学者共10人作为演讲嘉宾。目前已确认演讲和对话的嘉
宾包括日本前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竹中平藏、亚洲开
发银行（ADB）副总裁英格丽·范威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AIIB）副总裁吴洛基、亚洲航空公司联合执行官塔
萨蓬·拜勒维尔等。据了解，组委会还向京东方、腾讯、联
想集团、东亚银行等亚洲知名企业发出了邀请，届时参会
嘉宾将达到300人以上。

组委会方面表示，围绕此次论坛主题，邀请人员主要针
对外企、大型国企等，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有相关投
资、合作的企业优先，律师、商会以及与金融、经济等领域相
关的专业人士均在受邀之列。5月9日前，有意愿参加者均
可通过峰会专用网络通道（https://d.ichongqing.info/）进行
报名，组委会通过资格审查后，将对符合条件的报名人员发
出正式邀请函。

日经Asia300全球商业论坛是由日本经济新闻社主
办，在亚洲及全球经济领域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该论坛
主要是以日经指数为数据基础，发布年度亚洲上市企业
300强指数，聚焦、研究、探讨亚洲区域经济，自2016年起
已在泰国曼谷、新加坡等地举办多届。

Asia300全球商业论坛
首次“落地”重庆

5月9日前可通过网络申请报名参加

本报讯 （记者 韩毅 杨艺）“五一”
假期，重庆再次被游客追捧。5月4日，市
文旅委发布数据，4天小长假，全市共接待
境内外游客2559.6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
入 200.1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6%、
33.5%。

“双晒”助推
文旅节庆活动丰富多彩

今年“五一”假期，我市以文旅融合为手
段，在全市“晒文化·晒风景”大型文旅推介活
动助力下，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旅节庆活
动。比如北碚举办了“寻找北碚历史文化之
美”抖音挑战赛、缙云山“蝶变”大学生短视频
征集活动、偏岩古镇“戏剧天天演”等活动；黔
江举办了“遇见濯水”篝火晚会、“多彩土家”
民俗表演等活动；梁平推出了明月山·百里竹
海星空露营节等；武隆推出了羊角古镇开街、

仙女山国际风筝节；万盛经开区举办了2019
年第二届世界苗族文化艺术节暨万盛第21
届苗族踩山会。

这些节庆活动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气氛，
也极大地释放了游客的文旅消费需求。数据
显示，全市手机漫游数量再创新高，共达到
2261.41万台次，同比增长62.9%。其中，入
渝漫游1044.73万台次，同比增长96.1%，入
渝漫游前5名为川、粤、黔、鄂、浙；离渝漫游
1216.68万台次，同比增长42.4%，离渝漫游
前5名为川、粤、黔、浙、鄂。

旅游市场
稳步增长，呈现五大亮点

“五一”期间，全市文化旅游市场安全有
序，呈现出五大亮点：

精品景区收入稳步增长。纳入我市统
计直报点的“百万游客俱乐部”旅游景区共

接待游客113.71万人次，同比增长13.26%；
实现门票收入 3236.69 万元，同比增长
28.65%。其中，武隆喀斯特旅游区接待游客
18.32万人次，同比增长23.22%；实现旅游收
入1738.88万元，同比增长23.54%。乐和乐
都景区接待游客 7.61 万人次，同比增长
73.9%，实现旅游收入1687.1万元，同比增长
57.93%。

都市旅游持续火爆。主城区各大商圈人
气极旺，吸引大量酷爱潮玩的年轻人。其中，
渝中区接待游客 420.5 万人次，同比增长
5.52%；沙坪坝区接待游客111.33万人次，同
比增长15.94%；江北区接待游客92.2万人
次，同比增长8.74%。洪崖洞、李子坝等极具
巴渝文化特色的景点游人如织，洪崖洞民俗
风貌区接待游客 41.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78.99%；长江索道景区接待游客7.99万人
次，同比增长39.47%；磁器口古镇接待游客
33.97万人次，同比增长26.78%。

乡村旅游红红火火。随着我市强力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文化旅游扶贫工程，乡村
旅游呈现加速发展的良好态势。比如，北碚
缙云山乡村旅游片区接待游客6.35万人次，
同比增长57.62%；南川生态大观园接待游
客16.6万人次，同比增长15.04%；黔江爱莉
丝庄园接待游客 10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67%。

红色旅游表现抢眼。假日期间，市内多
个红色旅游景区以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
了各地游客，红色旅游成为假日旅游市场新
亮点。纳入市文旅委统计的19个红色景区
景点共接待游客33.13万人次。

古镇文化受青睐。随着我市对古镇文化
的深入挖掘，各地古镇旅游逐渐升温。江津
中山古镇景区接待游客1.83万人次，同比增
长10.68%；长寿菩提古镇文化旅游区接待游
客13.64万人次，同比增长12.31%；合川涞滩
古镇接待游客 2.16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44%。

消费市场
主要商圈零售额同比增长8.9%

5月4日，市商务委发布消息显示，“五
一”期间，市商务委重点监测的主要商圈和商
务服务企业共实现零售额22.4亿元，比去年
同期增长8.9%。

“五一”期间，全市各区县、商圈积极组织
多样化促销释放消费热情。璧山、万州、永
川、涪陵、大足等区县重点监测商务服务企业
零 售 额 分 别 增 长 16.6%、14%、13.9%、
13.1％、12.3%。

随着人们消费理念、消费行为的深刻变
化，集购物、美食、娱乐和畅玩于一体的商业
综合体引领了消费市场潮流。节日期间，商
业综合体销售带动三角碑、杨家坪、南坪、两
路等主城商圈营业额平均增长8.3%。

餐饮方面，各大餐饮业借助2019中国
（重庆）国际美食节暨第十三届中国餐饮产
业大会在渝举办之机，纷纷开展促销活动。
监测数据显示，“五一”期间我市重点住宿
餐饮企业营业额同比增长12.1%，其中江北
金源饭店、大渡口科力大酒店同比增长
16%、38.8%；綦江鸿福大酒楼、忠县巴忠饮
食、长寿金凤山大酒店、江津大酒店同比增
长均超25%。

本报讯 （记者 黄光
红）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开
展贸易投资有了“升级版”指
南。5月4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获悉，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
布了《“一带一路”国家外汇管
理政策概览》2018年版（以下
简称《概览》）。渝企到“一带
一路”国家进行贸易投资前，
可从中查看相关信息，避免因
不懂投资所在国外汇管理政
策对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概览》旨在为参与“一带
一路”贸易投资活动的市场主
体提供更丰富的参考信息，促
进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政
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推动共
建“一带一路”高质量、高标
准、高水平发展。

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
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发
布的 2018 年版《概览》是对
《“一带一路”国家外汇管理
政策概览（2017）》的升级，不
仅将收录范围扩大至与我国
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
件的123个国家（名单见中国
一 带 一 路 网 www.yidaiyilu.
gov.cn），还更新了68个国家
的外汇管理政策。相关政策
内容主要涉及经常项目外汇
管理、资本和金融项目外汇管
理、个人外汇管理、金融机构
外汇业务管理等方面，渝企
可在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详
细查看并下载。

目前，中国企业参与“一
带一路”贸易投资活动的跨
境结算以美元和欧元为主。
企业等市场主体进入投资所
在国后，部分“一带一路”国
家可以接受美元进行交易，
另一部分国家则要求在一定
时间内兑换为当地货币进行
交易。企业能事先了解当地
货币兑换和跨境收付款的程
序和要求，就能更好地在“一
带一路”国家开展贸易投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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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重庆接待游客达2559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200.16亿元，同比增长33.5%

5月3日，铜梁区安居古城内游人如织。古城里古朴的街巷、精彩的民俗表演，让游客们
流连忘返。 记者 苏思 摄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5月4日，渝中区洪崖洞景区，来自重庆大学的志愿者刘
以琳同学正在为游客发放渝中区旅游地图，并为他们介绍交
通换乘点。“五一”期间，我市迎来游客高峰，青年志愿者们出
现在各个景区、商圈等人员密集区域，为游客提供咨询、引
导等志愿服务。

记者 万难 摄

● 精品景区收入稳步增长

纳入我市统计直报点的“百万游客
俱乐部”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13.71万
人次，同比增长13.26%

● 都市旅游持续火爆

主城区各大商圈人气极旺，洪崖
洞、长江索道等具有巴渝文化特色的景
点游人如织

● 乡村旅游红红火火

我市全力打好“乡村牌”，强力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和文化旅游扶贫工程，乡
村旅游呈现加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 红色旅游表现抢眼

红色旅游成为假日旅游市场新亮
点，纳入市文旅委统计的19个红色景区
景点共接待游客33.13万人次

● 古镇文化受青睐

我市对于古镇文化深入挖掘，各地
古镇旅游逐渐升温

重庆旅游市场五大亮点

◀5月3日，重庆北火车站候车厅，“动花朵朵”服务品牌
员工钟雨秋耐心解答旅客问询。

作为全国青年文明号，“动花朵朵”服务品牌由成都
局集团公司重庆火车站 60 余名年龄在 25 岁以下的青年
女职工组成，人均日行 4 万余步，活跃在车站的各个客运
服务岗位。自 2016 年成立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 10 万余
人次。 记者 崔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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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 有 精 神 永 驻
——探寻五四百年“道路密码”

三院士为重庆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支招

抓住机遇 夯实基础 促进产业提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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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
发挥带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