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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重庆
火锅常规烫的三种菜有哪些？”“牛肉、
海鲜、蘑菇。”5月15日，作为2019上
海合作组织地方领导人会晤的3场主
题交流活动之一，由市文旅委主办的

“美轮美奂新丝路”文旅合作推介会在
渝州宾馆举行。会上，重庆旅游推介
人与现场观众互动提问时，一位来自
外国的参会嘉宾用中文这样回答。

推介会上，重庆同哈萨克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和卡什卡达里
亚州、白俄罗斯明斯克州、阿富汗巴米
扬省、伊朗等联袂同台开展文化旅游

推介。
除了“火锅”这张名片，重庆旅游

推介人还重点展示了长江三峡、大足
石刻、温泉等重庆文旅特色，展出了
綦江农民版画、黄杨木雕、梁平木版
年画、漆器等重庆本土非遗项目，参
会嘉宾感受到了重庆文旅的独特风
采。

“馕是我们的主要食物，水果和蔬
菜也是远近闻名的。”乌兹别克斯坦撒
马尔罕州州长图尔季莫夫·埃尔金容
用图片和视频向大家推荐乌兹别克斯
坦美食。他说，撒马尔罕的葡萄充分

接受了阳光的照射，是全世界最甜
的。同时，老百姓过节时都要吃的手
抓饭也是一大特色，外观非常诱人，吃
起来十分可口。

图尔季莫夫·埃尔金容还介绍，去
年乌兹别克斯坦旅游局在重庆南岸区
设立了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旅行社办事
处，推出中亚旅行项目，计划明年9月
与重庆企业合作，首次包机到撒马尔
罕，希望借此机会与重庆多多交流合
作，在未来开通新的航线。

据介绍，“美轮美奂新丝路”文旅
合作推介会旨在积极响应2019上海

合作组织地方领导人会晤通过的《重
庆倡议》精神，以“全域旅游发展、旅游
主题挖掘、线路合作、文化交流”为主
题，深度契合此次会晤“开放、共享，上
合组织国家地方合作新机遇”的主题，
以文化旅游为纽带，加强与上合组织
成员国之间的文化旅游交流合作，提
升重庆文化旅游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
度，增强重庆文化旅游的吸引力和影
响力，全力打造重庆旅游业发展升级
版，助推重庆积极打造国际知名文化
旅游目的地，让世界放眼重庆、感受重
庆、走进重庆。

“美轮美奂新丝路”文旅合作推介会举行

以文旅为“名片”加强上合组织国家地方多元合作

本报讯 （记者 王丽）5月 15
日晚，“重庆之夜”2019上海合作组织
地方领导人会晤文艺晚会在国泰艺术
中心精彩上演。

开场舞蹈《太阳出来喜洋洋》热
情洋溢，赢得现场观众连连喝彩。接
下来，清音表演唱《小放风筝》、川剧
《川剧集锦》、现代舞《山水重庆》、杂
技《跳圈》等节目一一上演，为现场观
众带来了浓浓的巴渝风韵。重庆市
歌舞团舞剧《杜甫》中的舞蹈《丽人
行》令人惊艳，一位点着面靥的唐妆
丽人抬手挪步前行，紧接着，一众丽

人穿着薄如蝉翼的长裙参差步入，
13个舞者一颦一笑、一举一动让现
场观众为之赞叹。

著名二胡演奏家刘光宇携重庆市
歌剧院带来的情景八重奏《对话》，为
观众呈现出音乐的“混搭”风，让现场
掌声不断；梅花奖获得者张军强、周
利，文华表演奖、白玉兰奖获得者程联
群携重庆市京剧团演出的京歌《说唱
脸谱》，把我国传统戏曲元素巧妙地融
入到歌曲之中，将晚会氛围推向高
潮。演出结束后，不少观众纷纷称赞

“这场晚会太美了！”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5月15
日，2019上海合作组织地方领导人会
晤举行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接交流会。
商务部、中国相关自由贸易试验区的
代表和上合组织相关国家、地方代表
作了发言推介，共同分享自贸区建设
机遇，开启合作共赢的友谊之门。

会上，商务部外资司有关负责人
介绍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情
况，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明斯克州、
乌兹别克斯坦锡尔河州、天津市商务
局、重庆市商务委、浙江省商务厅、河
南省商务厅、海南省自贸办、辽宁省自
贸办、湖北省自贸办、陕西省自贸办、
四川省自贸办等有关负责人作了交流

发言。
据介绍，自2013年9月以来，中

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自上海起步，
已从沿海发展到内陆，构筑起了东中
西协调、陆海统筹的改革创新格局。
5年来，在相关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
的共同努力之下，自由贸易试验区率
先推出了全国第一张外商投资准入
的负面清单，上线了全国第一个国际
贸易单一窗口，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自
由贸易账户体系，开展了全国第一次
证照分离改革试点等一系列制度创
新举措，形成了171项成熟的改革经
验并复制推广到全国，充分发挥了改
革开放试验田的作用，多领域、复合

型的改革探索正由自由贸易试验区
向更广阔的区域延伸，为推动形成
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激发了市场活力，营造
了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的营商环
境。

近年来，重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全面融入共建

“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深入实施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行
动计划，努力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
带动开放。2018年，重庆地区生产
总值突破2万亿元，外贸进出口总值
突破5200亿元，实际利用外资102.7
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增幅位列中西

部前列。
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内陆

开放高地建设的排头兵和主战场，设
立两年来，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西
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
济带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未来，重庆
自由贸易试验区将进一步提高开放
水平，尽快打造形成内陆开放新高
地。

据悉，通过本次交流会，大家加深
了相互了解，增进了感情和友谊，积极
推动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上合组
织相关国、地方省州在人文交流、经贸
往来等方面的互利合作。

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接交流会举行

分享自贸区建设机遇 开启合作共赢友谊之门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5月15
日，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副
州长阿拉耶夫·多里接受媒体专访时
表示，上合组织平台带来发展机遇，愿
与重庆在教育、旅游等方面加强合作，
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卡什卡达里亚州位于乌兹别克斯
坦东南部，主要以农业为主，天然气工
业和建材工业也有相当的规模。该州
航空运输便利，同莫斯科、塔什干、杜

尚别等大城市均通航班。
据了解，2018年，重庆与乌兹别

克斯坦进出口额达到7167.8万元，同
比增长23%。为此，阿拉耶夫·多里
很看好与重庆的交流合作。

他说，重庆的教育资源丰富，卡什
卡达里亚州与重庆有广阔的合作空
间。目前，卡什卡达里亚州在许多小
学校已开设中文教程，有专门的老师
教中文。而对于大学，他认为可以通
过互派留学生的方式密切交往。

阿拉耶夫·多里说，卡什卡达里亚
州风景优美，近年来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欧洲、亚洲游客，欢迎重庆的市民前
去旅游。这几天，重庆良好的自然生
态和重庆人的热情好客，给阿拉耶夫·
多里留下深刻印象。他表示，回国后
将好好推介重庆，增进彼此友谊。

阿拉耶夫·多里说，卡什卡达里亚
州还拥有大量的石油资源，牛肉的品
质也很好，双方可以在这些方面展开
合作。他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不
断深化务实合作，努力为企业家们提
供更多发展机会，为两地人民带来更
多实惠，促进合作共赢。

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副州长阿拉耶夫·多里：

愿与重庆加强教育旅游等方面的合作
本报讯 （记者 张莎）5月 15

日，“2019上海合作组织地方领导人
会晤”主题交流活动——“共商、共
建、共享”经贸投资对话会举行。围
绕商贸、国际物流大通道、跨境电商
与相互投资等主题，十余位上合组织
及成员国地方领导人和企业代表交
流发言。

中白工业园是中国与白俄罗斯
共同推动，在明斯克州建立的一个中
白两国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对话会
上，白俄罗斯明斯克州第一副州长马
卡尔大力推介中白工业园，希望吸引
更多中国、重庆企业到中白工业园去
布局，“中白工业园是一个经济特区，
主要发展高科技方面的产业和项
目。我们非常欢迎外国投资者来工
业园投资兴业，准备了一系列税收和
政策上的优惠，比如免收进口设备关
税等。”

重庆也有很多开放的口岸、开放
的平台。涪陵区区委常委、综合保税
区筹建办主任田景斌接过话头，介绍
了涪陵综合保税区的三大优势。他认
为，第一个优势是地理位置上的优
势。涪陵综合保税区靠近重庆的枢纽
港龙头港，该港口常年吞吐量3000万
吨。第二个优势，涪陵综合保税区背
靠一个千亿级的园区——涪陵高新
区，园区去年的工业产值突破1000亿
元。第三个优势在于涪陵综合保税区
有独立的海关商检机构，可以为企业
产品通关，全天候24小时提供通关服
务。

如何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重庆
知名医疗生产企业——重庆金山科技
副总裁许杰希望在上合组织合作框架
下，各成员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形
成更广泛的科技创新协同机制，降低
交流成本，开展知识融合，从而实现效

益倍增、联动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是聚焦

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
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
共赢，共同发展。倡议提出近 6年
来，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一大批
合作项目落地生根。聚焦互联互通，
嘉宾们畅谈如何共商共建共享“一带
一路”。

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
坦共和国部长会议（政府）主席萨里
耶夫说，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位
于中亚地区多条商路的路口，近期和
远期都将把欧亚地区和中亚地区视
为对外合作的重要方向，建立经济和
文化的桥梁，为贸易交流、文化交流、
技术交流创造更好的条件。他希望
通过中欧班列（重庆），进一步推动卡
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和重庆的经
贸往来。

渝新欧（重庆）物流有限公司总经
理周树林说，随着中欧班列（重庆）的
常态化开行，重庆在上合组织成员国
和观察员国的物流运输上一直保持着
良好的互动。中欧班列（重庆）已经成
为运行货值最大、开行时间最长的中
欧班列，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
要载体。

俄罗斯铁路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东基赫表示，正是得益于

“一带一路”倡议，他们的集装箱货运
特别是转运提升了4倍，铁路货运提
升了1倍，几乎1/3的集装箱货运都
是与中欧班列（重庆）共同合作开展
运输的。

下一步，俄铁将与中欧班列（重
庆）合作，提供更多综合性的交通
运输解决方案，利用各种交通设施
实现多式联运，同时提升海关清关
速度。

“共商、共建、共享”经贸投资对话会举行

加强经贸往来 深化互联互通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 张
莎 杨铌紫）5月15日下午，历时三天
的2019上海合作组织地方领导人会
晤在渝圆满落下帷幕。本次会议，嘉
宾们发表主旨演讲，举行了3场主题
交流会，有8个项目集中签约，一致通
过了《重庆倡议》。经过双边、多边的
交流与合作，大家加深了相互理解，增
进了互信友谊，取得了丰硕成果。

据了解，地方合作是上合组织国
家合作发展的重要支撑。举办上合组
织地方领导人会晤活动，有利于架设
上合组织国家地方间沟通交流桥梁，
促进地方务实交流合作，推动构建上
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为落实好习近平
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
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重要
指示精神，经国务院批准，重庆市人民
政府和上合组织秘书处共同主办了本
次会议。本次会议得到外交部、商务
部等国家相关部委以及有关省市的大
力支持。

来自哈萨克斯坦、中国、吉尔吉斯
斯坦、巴基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阿
富汗、白俄罗斯、伊朗、蒙古等观察员
国，有关省、州、市的领导，驻华使馆，
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上合组织青
年代表团等国内外近40个代表团、近
400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围绕“开放、共享上合

组织国家地方合作新机遇”的主题，开
展了主旨演讲，各位嘉宾发表真知灼
见，碰撞出智慧火花；组织了“共商、共
建、共享”经贸对话会、“美轮美奂新丝
路”文旅合作推介会、自由贸易试验区

对接交流会3场主题交流活动，就国
际物流大通道、跨境电商与相互投资，
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助力中小企业
合作发展，全面加强共商合作，共建、
共享陆海贸易新通道等问题进行了深

入具体的探讨，达成了一致共识。
15日，与经贸、旅游、城市建设等

有关的8个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其
中重庆市渝北区与白俄罗斯明斯克州
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将在重庆建白俄

罗斯特色小镇，在白俄罗斯建重庆特
色小镇。渝北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白
俄罗斯特色小镇拟选址在渝北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核心区域，目前已经形成
了初步方案，主要借鉴格罗德诺州米

尔镇的米尔城堡风格打造。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重庆市工商联（总商会）餐饮商会、重
庆文化旅游明斯克推广中心签订三
方战略合作备忘录，三方将择机在重
庆和明斯克开展以重庆火锅文化为
代表的重庆美食文化与重庆文化旅
游推广系列活动，促进重庆与白俄罗
斯文化旅游合作交流，推广重庆美食
等特色文化旅游资源，扩大城市国际
影响力。

上合组织副秘书长卓农表示，在
重庆举行的2019上海合作组织地方
领导人会晤，为大家开启了上合框架
内的地方合作新空间，让合作上升到
一个新的阶段，非常成功。

为进一步推动上合组织各国地方
间的有效合作，闭幕式上一致通过了
《重庆倡议》。倡议提出，上合组织国
家地方合作的开启为地方发展带来了
重要机遇，为地方合作注入了新的动
力，愿促进这一合作全面深入发展。

倡议还提到，加强地区间在经贸、
投资、交通物流、工业、高新技术、金
融、农业、环保、中小企业、园区开发、
基础设施及其他领域的合作潜力巨
大，前景广阔。同时，地方合作的发展
需要更高层面的引领和推动，欢迎更
多上合组织国家的省、州、市自愿参
与，加入到地方合作行列中，开展务实
合作，造福各方人民。

2019上海合作组织地方领导人会晤在渝闭幕
8个项目集中签约，一致通过《重庆倡议》

“重庆之夜”文艺晚会精彩纷呈

巴渝风韵令观众一见倾心

5月15日，重庆市渝州宾馆，2019上海合作组织地方领导人会晤，合作项目集中签约现场。 记者 龙帆 摄

5月15日，“重庆之夜”2019上海合作组织地方领导人会晤文艺晚会在重庆
国泰艺术中心精彩上演。 记者 齐岚森 摄

阿拉耶夫·多里
记者 龙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