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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区如何全面融入“一带一路”
和全市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此外，江北还将规划新
建一批国际学校、国际医
院、国际社区，借力智博会、
西洽会等“东风”，加快壮大
保税贸易、服务贸易、跨境
结算等口岸经济，对接落实
游轮母港等重大项目，实现
更高层次、更大广度的全方
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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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
重要讲话精神系列访谈之（8）

全面承接 一体贯彻 完全落实
努力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

——访江北区委书记李维超
本报记者 汤艳娟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指出，重庆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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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关于

“三个作用”的重要指示要求，是新时代推进重庆高质量发展千载
难逢的机遇，为重庆发展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

作为经济基础扎实、发展态势较好的江北区，在发挥“三个作
用”方面如何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如何在推动高
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上走在前列？5月28日，重庆日报记
者专访了江北区委书记李维超。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不久前，中信银行国际业务运营中
心应重庆某微电子企业申请，开立了一张国际信用证，助该企业从
美国顺利采购了一批电子设备。据了解，这家重庆唯一的总行级
国际业务集中运营平台，每天都要处理近千笔跨境金融服务。
2018年，该运营中心的年国际结算量达150亿美元。

中信银行总行为何选址重庆建设国际业务运营中心呢？
“一是重庆市委、市政府的关怀支持，二是中信银行总行看好

重庆的发展优势。”该运营中心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重庆既是西部
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又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
特别是近年来，重庆经济快速增长，进出口贸易增长势头强劲，已
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可提供较丰富的跨境金融服务基础条件。

基于此，2017年8月，中信银行国际业务运营中心在江北嘴
金融核心区正式投产运营，业务内容涵盖“结算+融资+交易”等方
面，具体包括国际信用证、托收、涉外保函等单证业务，以及进口押
汇、出口押汇、打包贷款等贸易融资业务。

如今，该运营中心正致力于实现中信银行单证业务规模化、标
准化、集中化操作，打造具有中信银行特色的“结算融资一体化、本
外币一体化、境内外一体化”的综合性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截至
2018年末，该运营中心已集中了全国27家分行的单证业务，年国
际结算量约150亿美元。

江北嘴中央商务区管委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中信银行国际业
务运营中心落户重庆后，对重庆区域发展和金融行业的发展有着
四大意义：一是提供便捷的国际结算服务和优质的资金融通和创
新金融服务，吸引了不少“一带一路”和“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相关
企业到重庆投资发展；二是以强大的国际结算功能支持，为重庆本
土企业提供良好的跨境金融服务；三是中信银行是首个将具有国
际结算功能的业务运营中心落户重庆的银行，将推动重庆地区的
金融创新与金融汇集；四是吸引了越来越多具有国际化视野和高
端知识储备的人才来到重庆。

中信银行国际业务运营中心安家重庆一年多

年国际结算量达150亿美元

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推动全面开放。因此，打好了开放这张
牌，才能为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如今，汇聚“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等于
一身的江北区，广泛利用两江新区、果园港、寸滩港等开放平台资
源，在深化开放、扩大开放、带动开放中不断拓展“朋友圈”，奏出了
一曲开放发展的新乐章。

一是用好了开放通道。江北向东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
略，充分发挥寸滩港、果园港长江上游航运中心作用；向南对接陆
海新通道，引导辖区企业加大出口和外贸规模，构筑南向出海新优
势；向西开通“德国曼海姆港—重庆果园港”班列，打造内畅外联、
互联互通的“始发站”“大枢纽”。

二是拓展了开放平台。在集中力量、共建共享开放平台过程
中，江北重点推动寸滩港转型升级，对接落实长江上游邮轮母港基
地建设，完善果园港“空水铁公”多式联运物流系统，加快申报首次
进口药品和生物制品口岸，打造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集散新
优势，把平台“势能”转换为推动江北高质量发展的“动能”。

三是发展了开放型经济。江北在丰富经济业态时，不拘一格
招外企、引外资、留外商，推动果园港保税物流中心、中新（重庆）多
式联运示范基地、美集物流全球单证处理中心加快建成运营，着力
建设了一批国际社区、国际学校和国际化生活服务配套，实现更高
层次、更大广度的全方位开放。

未来，江北区政府还应拓展更多开放的“朋友圈”，争取国际市
场更多高端要素的高效配置，使区域经济更加开放、更加深入、更
加高效，实现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

推动高质量发展
就要拓展开放的“朋友圈”

□汤艳娟

记者手记

加快建成领跑长江上游、
辐射西南的金融核心区

重庆日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庆
要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
作用。江北区将从哪些方面抓好贯彻落
实？

李维超：江北将坚持全面承接、一体
贯彻、完全落实，努力建设高质量发展的
先行区，积极参与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
和竞争力的主城区都市圈。

首先，重点依托江北金融业集聚的
规模优势，以江北嘴金融核心区建设为
主抓手，在加大金融招商、构建金融生
态、弘扬金融文化等方面协同发力，不断
拓展金融开放“强度”、增添金融开放“力
度”、挖掘金融开放“深度”、扩大金融开
放“广度”，加快建成领跑长江上游、辐射
西南的金融核心区，力争辖区金融业增
加值、金融业税收、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
在全市乃至西部的优势更加明显。

其次，将发挥江北工业底子厚、基础
好的产业优势，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文化
旅游、特色街区经济，特别是立足已经形
成的以智飞生物为龙头，基因工程、干细
胞工程和体外诊断为主导的生物医药产
业链，持续抓研发、抓技术、抓人才，努力
构建多点支撑、前沿引领的产业格局，确
保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5%以上，为
全市发展承担更大责任、体现更大担当、
贡献更多力量。

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和
全市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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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区位条件得天独厚，拥有西部
大开发、“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中新
互联互通项目、重庆自贸试验区等政策
叠加优势，下一步如何把握定位，发挥好
自身优势？

李维超：江北将通过用好大通道、构
建大枢纽、打造大口岸、引进大企业等措
施，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和全市内陆开
放高地建设。

一是“用好大通道”。向东融入“长
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寸滩港、
果园港长江上游航运中心作用；向南对
接陆海新通道，引导辖区企业加大出口
和外贸规模，构筑南向出海新优势；向西
开通“德国曼海姆港—重庆果园港”班

列，降低出境物流成本。
二是“构建大枢纽”。今年，果园港

保税物流中心建设正式启动，预计年底
前建成投用。中新（重庆）多式联运示范
基地已经在鱼复园区奠基，辉联埔程多
式联运智慧物流项目也将于近期启动，
共同推动果园港建设成为国内最大的内
河多式联运枢纽港。

三是“打造大口岸”。寸滩港先后获
批国家进口肉类、水果、粮食指定口岸，
阿里巴巴、网易、唯品会等全国大型跨境
电商企业相继落户。目前，江北正与市
食药监部门共同申报首次进口药品和生
物制品口岸，持续推动口岸经济发展。

四是“引进大企业”。今年5月 10
日，伟仕佳杰中国区总部正式落户江北，
旗下的伟仕宏翔集团公司2018年进出
口贸易总额达到9.02亿美元。通过招大
商、招好商，江北将进一步深化开放领域
和范围。今年一季度，江北新签约项目
67个、总金额达496.68亿元，签约金额为
去年同期的7倍。

此外，江北还将规划新建一批国际
学校、国际医院、国际社区，借力智博会、
西洽会等“东风”，加快壮大保税贸易、服
务贸易、跨境结算等口岸经济，对接落实
游轮母港等重大项目，实现更高层次、更
大广度的全方位开放。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

重庆日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庆
要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
范作用。对此，江北将如何贯彻落实？

李维超：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保护好母亲河的生态是江北义不容辞的

“上游责任”。江北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在生态环境质量上勇
争一流，在绿色发展上作出表率，力争形
成可借鉴、可推广的案例、经验，总体思
路就是“一手抓山水江北拒绝污染，一手
抓山水绿色变百姓红利。”

其中，山水绿色变百姓红利，重点在
于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按照“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要求，结
合智能江北建设，加快发展大数据、人工
智能、信息服务、高端数字化制造等产
业，做大做强现代金融、新型商贸、3D打
印、节能环保等产业，匠心打造喵儿石、
中复北仓、鲤鱼池42号等特色街区经济，
筹备召开第二届长江上游花卉艺术博览

会。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探索
乡村牌、旅游牌、生态牌融合发展之路，
努力建设全市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的

“样板间”，把五宝镇打造成为镶嵌在长
江边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全力做好“三送两办一访”行动

重庆日报：为了更好地在发挥“三个
作用”中展现新作为、实现新突破，江北
将从哪些方面发力，又有哪些具体行动？

李维超：我们要全面承接好“三个作
用”，主要靠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做
好“三送两办一访”行动。

“三送”，即：送思想，深入民营企业

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
庆重要讲话精神；送政策，把优化营商环
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系列政策措施面
对面送到企业；送服务，提供用地、用电、
用气、用工等保障服务，着力降低企业生
产要素成本。

“两办”，即对民营企业的事既当天
事马上办、又要当天大的事情办。

“一访”，即全体区级领导干部定期
深入重点企业走访调研，用心用情用力
把企业服务好、呵护好，让企业发展好，
持续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区。

江北区铁山坪森林公园树木葱茏，步道更是市民休闲健身好去处。特约摄影 钟志兵

5月30日，在位于江北区港城工业园的重庆海尔滚筒洗衣机有限公司，箱体智能上
料机器人正在TOX箱体智能生产线上忙碌。 记者 张锦辉 摄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出让年限商业40年、办公40年、住宅50年、工业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5月31日12：00－2019年6月20日12：00。公告时间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将择
日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公告时间内有1家申报的，将挂牌出让。招标拍卖日期另行通知。请有意受让者在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索取出让具体要求和相关资料并
进行报名，联系电话：023-63628117，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联系人：王先生。出让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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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住宅类

序号

19093

19094

土地位置

渝北区唐家沱组团N分区N1-9/02号宗地

两江新区悦来组团Q分区Q15-6、Q16-1号宗地

用途

商业用地、商务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土地面积
（㎡）

48352.3

103485

总计容建筑面积
（㎡）

≤96704.6

≤155227.5

最大建筑密度

≤60%

≤35%

绿地率

≥30%

≥30%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18084

121078

备注

19095

备注：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

两江新区悦来组团Q分区Q15-2、Q15-3号宗地 二类居住用地 84524 ≤126786 ≤35% ≥30% 988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