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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集聚辐射能力 提升重庆对外开放程度

发挥多要素叠加优势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重庆日报：各区县是重庆在共
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的重
要助力。江津区是长江上游重要的
航运枢纽和物资集散地，在对外开放
上具有自己的优势。就江津区而言，
下一步将如何落实总书记的要求？

程志毅：江津区牢固树立“从全
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发展
理念，努力在重庆深度融入国家战
略、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打造
内陆开放高地中，承担起独特而重
要的作用。

江津区是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
基地，拥有开放平台政策、交通和专
业市场等优势，这些都是江津区积极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砝码。

在公路方面，江津区有约200

平方公里土地位于重庆绕城高速以
内，区内有多个高速路下道口；渝泸
高速、江习高速建成通车，合璧津高
速江津段正加快推进。铁路方面，
江津区除了有渝贵铁路珞璜南站，珞
璜铁路综合物流枢纽也建成投用。
该枢纽年货运量2000万吨，是西南
地区最大的长大笨重货物、集装箱、
怕湿货物、商品车运输物流中心。水
路方面，年吞吐量2000万吨的珞璜
长江枢纽港已具备运营条件。

江津还有重庆第三个、主城区
外第一个海关特殊监管区——江津
综合保税区。目前，该综保区已累
计签订协议63个，涉及金额达527
亿元，注册外向型企业70家。整体
来看，江津区是一个集综保区、铁路

综合物流枢纽、长江枢纽港等开放
平台于一体的区县，这在全国也很
少见。

接下来，江津区的重点是积极
参与到陆海新通道建设中。目前，
江津区已开行了“陆海新通道江津
班列”，并将结合自身优势，抢抓发
展机遇，依托陆海新通道，与广西及
周边地区联动，打造“综保区+交通
枢纽+口岸+分拨中心”的复合型开
放平台，推动形成南上北下、内外联
动的开放格局。

江津区将依托“水公铁”联运优
势和江津综保区的平台优势，为重
庆与东盟之间的进出口商品提供保
税仓储、保税展示、电商直销等服
务。江津还可联动广西防城港国际

航贸产业园、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
口岸等，探索跨境海公铁空多式联
运冷链合作新模式，打造“综保区+
交通枢纽+口岸+分拨中心”的复合
型开放平台。另一方面，江津可依
托各专业市场的分销体系，为东盟
进口商品在西部地区分销体系的建
立奠定基础。

同时，江津区将切实把总书记
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具体行动，着力
抓平台、拓通道，抓招商、引人才，抓
协作、优环境，加快推动江津区从内
陆腹地向开放前沿跃升。

在平台提升方面，江津区将依
托江津综合保税区和双福、德感、珞
璜、白沙四个工业园的“1+4”开放
平台体系，加快打造高能级开放平
台。同时，积极拓展口岸功能，大力
发展保税加工、保税物流、现代服务
贸易，加快发展总部贸易和跨境电
商等新型贸易，提升外向型经济发

展水平。
在通道拓展上，江津区将着力

构建“立体式”开放格局。向东依托
长江黄金水道，进一步对接东部沿
海地区；向南常态化运行陆海新通
道江津到北部湾港班列，力争陆海
新通道江津班列“周周班”运营；向
西加快与中欧班列（重庆）衔接，联
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向
北加快融入重庆主城，提升开放层
次和能级。

江津区还将不断拓展对外开放
的“朋友圈”。一方面，江津区会依
托中新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加强与
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国际商学院、
佳士集团等科研机构、知名企业、商
业协会合作项目落地。另一方面，
江津区会依托珞璜铁路综合物流枢
纽和珞璜长江枢纽港等，加强与陆
海新通道的主要出海口——广西的
主要口岸城市开展深度合作。

打造内陆国际物流枢纽 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合作

重庆日报：重庆位于“一带一
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具有
明显的区位优势。重庆该如何用
好、用活这一优势，在推进共建“一
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

聂红焰：重庆的区位优势，让其
“四通八达”，而物流是推动“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基础。所以，重庆应
该将两者结合起来，积极打造内陆
国际物流枢纽。

重庆目前已打通东南西北四个
方向的物流大通道，构建了铁公水
空四式联动的物流大枢纽。其中，
中欧班列（重庆）、陆海新通道两大
国际物流大通道成效明显。

截至目前，陆海新通道铁海联
运班列已累计开行915列；目的地
覆盖全球6大洲73个国家和地区的
173个港口；主要货品扩展至汽车
整车及零配件、建筑陶瓷、化工原料
及制品、轻工及医药产品（饮料）、粮

食、生鲜冻货等300余个品类。中
欧班列（重庆）去年开行量突破
1000班，成为全国首个累计开行量
超过2000班的中欧班列。今年一
季度，中欧班列（重庆）开行456班，
同比增长238%。截至今年3月，中
欧班列（重庆）累计开行3552班次，
占全国中欧班列数的25%，总货值
1340亿元，开行总数和货值均全国
第一。

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
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指
出，中国将同各方继续努力，构建以
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
以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
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
口、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
络。这也表明，重庆向西、向南两条
国际物流大通道，是重庆加强与“一
带一路”沿线区域经贸往来、合作发

展的重要载体。
重庆将持续优化现有物流体

系，借助良好的区位优势，打造内陆
国际物流枢纽。编制修订《重庆市
物流业发展中长期战略规划》，进一
步明确物流业发展目标和战略定
位，并加快编制《重庆市国家物流枢
纽布局和建设方案》和《重庆内陆国
际物流多式联运体系建设方案》；调
整优化物流发展布局，加快规划建
设“3+12+N”市域物流园区网络体
系，引导物流产业企业向园区集聚
发展，推动全市物流园区差异化、特
色化发展；强化物流发展政策支撑，
瞄准物流业发展趋势和重点领域，
创新调整物流扶持政策，分类研究
重点领域扶持发展专项政策。

在大通道建设方面，重庆将围
绕中欧班列（重庆）、陆海新通道、国
际航空通道等方面做好文章。

一是巩固提升中欧班列（重庆）

发展水平，进一步完善中欧班列（重
庆）功能和网络体系，积极开行中亚
国际班列，提高班列开行密度和数
量，同时推动“渝满俄”班列常态化
开行。二是加快推进陆海新通道建
设，推动建立国家层面对内对外统
一协调机制，联动沿线各省区市打
造重庆运营中心、运营平台和物流
枢纽，并加大陆海新通道货物转运
优惠政策支持力度。三是加快重庆
国际航空枢纽建设，以国际直达为
重点优化国际客货运航线网络，提
升重庆国际货运中转和分拨效率，
推动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等
航空企业在渝建设运营基地。力争
在2019年，重庆新开通国际航线10
条，出入境人员增长10%，国际航空
货邮量增长10%。四是持续释放长
江黄金水道运能，推动落实长江黄
金水道优先过闸机制，加密渝甬铁
海联运班列开行数量，推动渝汉沪
铁路货运班列开行，有效保障重点
外贸物资快速运输。

张智奎：利用区位优势，重庆应
该拓展大通道，提升枢纽功能，完善

口岸体系。下一步，将继续立足重
庆承东启西、沟通南北、通江达海的
独特区位优势，建设辐射东西南北
四个方向、涵盖铁公水空四种方式
的综合交通枢纽，打造“口岸体系
全、功能配套齐、通关效率高、服务
环境优、集聚辐射强”的口岸高地。

同时，借助区位优势和物流大
通道，重庆可以主动、积极地与“一
带一路”沿线区域合作，促进贸易往
来，增加双向投资，促进产业发展，
发展开放型经济。如此一来，重庆
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互动会更
加紧密，也会更好地起到“推动”作
用。

各类展会，是重庆对外开放的
重要窗口，也是重庆与“一带一路”
沿线区域实现合作的有效途径。所
以，重庆将全面提升展会品质和影响
力。不仅要发挥好西洽会、智博会两
个国家级展会平台作用，更要积极
支持展会“走出去”，特别是以“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为重点，聚焦东
盟市场，选择重要节点国家，举办中
国品牌商品暨重庆出口商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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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
主持记者 杨骏
访谈嘉宾：
市商务委主任 张智奎
市口岸物流办主任 聂红焰
江津区委书记 程志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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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5日-17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指出，希望
重庆更加注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努力在推
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中发挥带动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
范作用。

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这是总书记对
重庆提出的要求，也为重庆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指明了方
向。重庆该如何发挥带动作用、书写内陆开放的价值定位？5
月4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市商务委、市口岸物流办、江津
区主要负责人。

短评

重庆日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重庆要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
挥带动作用。重庆该如何贯彻落实
总书记的要求？

张智奎：重庆要在共建“一带一
路”中发挥带动作用，必须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也离不开对外开
放。所以，重庆要积极打造内陆开
放高地，加深开放程度。

平台是开放的重要载体。重庆
拥有自贸试验区、中新互联互通示
范项目等多个开放平台。这些平台
正不断释放红利，为重庆打造内陆

开放高地，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发挥重要作用。

比如重庆自贸试验区，通过“先
行先试”，创新多项制度，让重庆与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做生意越来越
便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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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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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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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
重庆将进一步建设大平台，整

合资源要素，增强集聚辐射能力。
目前，重庆开放平台进出口额占全
市八成，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超70%，
集聚效应明显。重庆要更加充分发
挥两江新区、自贸试验区、中新互联
互通示范项目等开放平台在全市开
放发展的核心载体作用，落实国务
院《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
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推动完
善开放平台体系，丰富开放平台功
能，促进开放平台协同，形成开放发

展聚合效应，增强集聚辐射能力。
同时，重庆还要营造好大环境，

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动力。
《2018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

告》显示，重庆营商环境位居中西部第
一，这表明重庆营商环境正不断优
化。重庆将进一步对标对表国际先进
标准，坚持问题导向、企业需求导向，
持续改善硬环境、提升软环境，全面
优化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
境、人居环境，加速国际化现代城市
建设，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聂红焰：口岸也是重要的对外
开放平台。重庆将积极打造集人
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种要素
聚散的开放大口岸，努力打造口岸
高地。

具体而言，一是提升口岸开放
和管理服务水平。要优化口岸布
局、加快推进智慧口岸建设、统筹口
岸和服务模式创新。特别是“单一
窗口”建设，要推动其与税务、银行、
保险、邮政、民航、铁路等相关行业
系统对接，实现信息共享。

二是优化口岸物流营商环境，
主要从推进口岸物流降本增效、行
政事项精准放权、规范精简口岸收
费、压缩整体通关时间、提升信息化
水平等方面持续发力。

三是做好口岸物流运行调控，
比如加大绩效考核和评估力度，建立
健全全市物流统计指标体系和统计
评价制度，建立物流行业月度、季度、
半年和年度分析研究的工作机制。

路是人走出来的，机
遇是人创造出来的。目
前，陆海新通道已形成铁
海联运、跨境公路运输、
国际铁路联运三种方式，
中欧班列（重庆）年开行
超过 1000 班。“一带一
路”，为重庆融入全球贸
易格局搭建了良好平台。

开放之路永无止境，
需要勇敢者过了一山再
登一峰。在推进共建“一
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
用，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重
庆的殷切希望。要承担
好这一使命任务，就必须
与时俱进深化认识，强化
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坚
持问题导向，找准具体落
点，当好共建“一带一路”
的前锋。

发挥带动作用，首先
是通道问题。“痛则不通，
通则不痛。”深居内陆的
重庆，与世界远隔山海。
让各类资源要素汇聚山
城，就要统筹东南西北四
个方向、铁公水空四种方
式，促进各类开放通道互
联互通，让人流、物流、
资金流、信息流通畅起
来。只有大通道上的运
营成本低了、中转效率
高了，贸易交往才会更
加频繁。

有形的互联互通体
现在交通上，无形的互
联互通体现在平台和机
制上。重庆自贸试验区、中新互联互通项
目、两江新区等，是重庆对外开放的高点
和重点。打造一流的开放平台，就要更加
注重功能提升，强化内容建设，增强集聚
辐射能力。开放的机遇，蕴藏在不止步的
改革行动中。在开放机制上，要持续推进
政策创新，优化管理体制，深化区域合作，
让国内国际两个“朋友圈”越来越大。

重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物
流运输、进出口贸易，还要拓展到产业领
域。做大做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贸易往来，就要培育壮大各类开放
主体，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拿出货真价实
的拳头产品。大水养大鱼。提高开放型
经济水平，要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
的一流营商环境，让各类市场主体愿意
来、留得住、发展得好。

外地游客欣赏完李子坝轻轨站，感叹
道：“这不仅反映出重庆独特的地形地貌，
也折射出重庆人的敢想敢做。”重庆敞开

“向外看”的胸怀，在带头开放、带动开放
上下大功夫，必将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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