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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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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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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新时代推进重庆高质量发展、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

因地处长江要津而得名的江津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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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高站位、

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内陆开放建设？近日，重

庆日报记者采访了江津区委书记程志毅。

在开放通道、开放平台上
有明显优势

重庆日报：据了解，重庆的对外
开放，大致可以划分三个阶段：第一
个阶段是依托长江黄金水道的东向
开放；第二个阶段是在全国率先开通
中欧班列（重庆），实现了北向开放；
第三个阶段就是依托中新（重庆）战
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国际陆海
贸易新通道”（以下简称“陆海新
通道”），推动南向开放。请问，江津
在参与“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南
向开放上有着怎样的优势？

程志毅：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
地，最重要的事情有四点：一是通
道，二是平台，三是政策，四是服
务。江津在开放通道、开放平台上
的优势尤为明显。

就开放通道而言，江津是重庆
联结川南黔北的重要门户，是中欧
班列（重庆）、长江黄金水道、“陆海
新通道”的重要交汇点。

在港口方面，江津有127公里长
江黄金水道，占重庆市近五分之一，
是重庆主枢纽港的重要组成部分。
珞璜长江枢纽港建成投用后，年通
过能力达2000万吨100万标箱，是
串联“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
要枢纽口岸。

铁路方面，江津铁路总里程达
173.5公里，有15个火车站场，近期
及中远期将规划新建铁路 200 公
里。年吞吐量达2000万吨的珞璜铁
路综合物流枢纽已经建成投用，可以
实现“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重
庆）的互联互通。目前，重庆向南的
老渝黔、新渝贵铁路，都必经江津。

就开放平台而言，江津拥有重
庆江津综合保税区和双福、德感、珞
璜、白沙等4个工业园的“1+4”开放
平台体系。江津综保区是重庆继两
路寸滩保税港区、西永综保区之后
第三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承担着
支撑全市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使
命。2019年以来，江津综保区签订
正式协议项目11个，协议投资额约

60亿元。4个工业园具有承载重大
产业项目的能力和条件，2018年，
4个工业园规模产值实现1274.7亿
元，总量居全市工业园区前三位。

在参与“陆海新通道”建设
上取得初步成效

重庆日报：江津在参与“陆海新
通道”建设上已经做了哪些工作，取
得了哪些成效？

程志毅：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
研究这项工作的。那时候，江津综
保区正如火如荼推进建设，我们请
了相关专家就江津综保区发展定
位、江津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的
定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明确
了发展方向。

2018年，我们抓住共建“陆海新
通道”契机，主动“走出去、请进来”，
多次带队前往新加坡、广西等“陆海
新通道”沿线国家和地区考察对接，
已在参与“陆海新通道”建设上取得
初步成效。

2018年11月30日，重庆江津—
广西防城港跨区域合作示范项目正
式启动，双方结为友好城市，在通道
建设、物流领域、产业协同、对外贸
易、开放平台、文化旅游、科技人才
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

2018年12月28日，“陆海新通
道”江津班列实现首发，江津中国西
部（重庆）东盟商品分拨中心、中国
西部（重庆）东盟农副产品分拨中心
也正式揭牌运营。这两个分拨中心
将分别依托江津综保区、双福国际
农贸城，将来自东盟十国的商品、农
副产品，通过“水公铁”多式联运分
拨到西南乃至全国市场。同一天，
江津还与广西凭祥市缔结友好城
市，开通了“陆海新通道”公路班
车。今年以来，中国西部（重庆）东
盟农副产品分拨中心东盟农副产品
交易突破5万吨。

2019年5月20日，我们与广西
钦州市签署了《共建“陆海新通道”推
动区域物流产业协同发展合作框架
协议》，就推进通道建设、强化政策支

持、加强物流重点领域合作等方面
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江津
与钦州将力争在今年6月底前实现
两地间“陆海新通道”班列双向对
开，7月实现“周周班”，2019年实现
双向班列开行30列以上，到2020年
实现“天天班”。

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上构
建“立体式”开放格局

重庆日报：下一步，江津在贯彻
落实总书记关于“三个作用”的重要
指示要求、加大内陆开放力度上有
着怎样的打算？

程志毅：一是扭住东西南北四
个方向，在通道拓展上全面发力，着
力构建“立体式”开放格局。持续深
化东向，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加快

“渝甬、渝穗”江津班列开行，对接东
部沿海，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
落地布局；坚持开拓南向，常态化运

行“陆海新通道”江津到北部湾港班
列，持续推进中国西部（重庆）东盟
商品分拨中心、农副产品分拨中心
建设；不断延伸西向，借力中欧班列
（重庆），联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全面融入北向，加快轨道交
通5号线跳蹬至江津段等一批融城
通道建设，全方位融入重庆主城，借
助主城航空等口岸优势，提升开放
层次和能级。

二是在平台提升上全面发力。
我们将突出江津综保区的火车头作
用，积极拓展口岸功能，大力发展保
税加工、保税物流、保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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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
集聚效应，打造实体经济发展高地。

三是在引资引智上全面发力。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供给侧、智能
化”，力争到2021年，招商引资到位
资金达4000亿元。深入实施“津鹰

计划”，设立每年不低于1亿元的人
才发展专项资金、未来5年要投入
10亿元的科技创新激励扶持基金。

四是在区域合作上全面发力。
我们将依托中新互联互通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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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协会等的合作，推进项目落
地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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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保区+交通枢纽+口岸+分拨
中心”的复合型开放平台，全面融入

“陆海新通道”。将加强与毗邻的贵
州省遵义市、赤水市、习水县，四川
省泸州市、合江县等市县在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产业发展、科技创新、
生态环保等方面的合作共识，共同
构建内外开放协作机制，努力把江
津打造成区域合作的典范。

全面融入“陆海新通道”建设
着力构建“立体式”开放格局

——访江津区委书记程志毅
本报记者 周雨

本报讯 （记者 周雨）重庆日报记者近
日从双福国际农贸城水果市场获悉，随着“陆
海新通道”江津班列的开通和中国西部（重
庆）东盟商品分拨中心、农副产品分拨中心的
建设，该市场水果交易量大幅提升，现在的日
均交易量达到3000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6倍多。

“东盟是热带水果的主产区。”重庆汀星
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卢道勇说，来自东
盟的水果约占双福国际农贸城水果市场进口
水果交易总量的60%。过去，他们从泰国、
越南等东盟国家进口的水果，需从广州绕
行。现在，从广西防城港、凭祥等地可直接运
到重庆，路程节约了1000公里左右，每个冷
冻柜（约25吨）可节约成本3000元，从而使
进口水果更新鲜、成本更低，大幅提升了市场
竞争力。

为此，包括汀星、洪九、金果源在内的一
大批进口水果商，都将公司总部搬到江津，
并在双福国际农贸城水果市场设立分拨中
心。去年6月，双福国际农贸城水果市场约
有400户水果经销商，日均水果交易量为
400吨左右；而现在，该市场的水果经销商已
达600户，日均水果交易量超过3000吨。

卢道勇认为，随着中国西部（重庆）东盟
商品分拨中心、农副产品分拨中心加快建设
和“陆海新通道”江津班列逐步实现常态化运
营，双福国际农贸城水果市场将会辐射重庆
及周边更多区域，使交易量得到持续增长。

双福国际农贸城水果市场交易量大幅提升

日均交易量较去年增长6倍多

一个地方开放的水平往往决定着发展的
水平。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是推动重庆高质
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的必
然要求。

江津是重庆的传统工业强区。但多年以
来，江津面临着传统产业比重过大、工业比重
过大、新兴产业发展不足、经济转型升级难等
系列发展难题，使其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难
以找到有力的突破口。

去年以来，随着江津积极融入“陆海新通
道”建设、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这些难题也迎
刃而解。

数据表明，2018 年，江津外贸进出口额
达108.8亿元人民币，增长84.9%，这是江津历
史上第一次进出口额突破100亿元大关。

在开放口岸和开放平台的带动下，商贸
物流企业纷纷向江津聚集。2018年，双福国
际农贸城、和润汽摩城等专业市场集群实现
商品流通额602亿元，增长19%，全区电商主
体突破3万家，江津开始由工业型城市向工
业、商贸“两轮驱动”城市转型。

江津开放水平的提高，吸引了人才、资
本、技术的加快涌入。2018 年，江津的招商
引资总额突破 1000 亿元。2018 年，江津引
进优秀青年人才 1650 名，其中博士、硕士
450 名，柔性引进专家 110 名。截至 2018 年
底，江津高新技术企业达128家，科技型企业
达424家，高成长性企业达32家，科技创新研
发平台达95个，院士专家工作站达4个。

2018 年，江津工业增加值增长 9.6%，地
区生产总值增长1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10.2%，经济运行实现了量质齐升。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江津全面融
入“陆海新通道”建设，着力构建“立体式”开
放格局，江津将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
得新突破。

以高水平开放
推动高质量发展

□周雨

“陆海新通道”江津—北部湾港班列。

双福国际农贸城水果市场。 （本组图片由江津区委宣传部提供）

近日，有读者通过本报新媒体
后台留言，询问“寄送司法文书为什
么不可以用一般的快递，而只能是
邮政企业这唯一渠道？”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联系了重
庆市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及法律
界人士，为读者答疑解惑。

快递企业
不得寄递国家机关公文

“司法文书属于国家机关公
文。按照法律规定，国家机关公文
的寄递由邮政企业专营。”重庆市邮
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负责人何夏
说，这是一个禁止性条款，企业应该
依法经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五
十五条规定：“快递企业不得经营由

邮政企业专营的信件寄递业务，不
得寄递国家机关公文。”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不是通过
邮政企业寄递的法律文书，可能会
影响送达效力。同时，通过快递企
业寄递司法文书本身就是违法行
为。”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陈兴强
律师解释道。

为什么国家机关公文必须通过
邮政企业寄递？

“这是由国家机关公文的性质
和邮政企业的属性决定的。”业内人
士解释说，国家机关公文含有国家
重要甚至秘密信息，关系国家机关
的正常运转，政令、法令畅通以及国
家安全等，因此对国家机关公文的
寄递应有特定的要求，以确保国家
机关公文的安全性、保密性、严肃
性。国家机关交递送达公文，可以

通过直接送达、机要送达、交换箱送
达、邮寄送达等多种形式，而邮寄送
达是法定便捷安全的送达方式。邮
寄送达属于我国邮政企业基本邮政
业务范畴，其他非邮政快递企业不
得从事该项业务。顺丰、“三通一
达”等市民熟悉的快递企业属于邮
政行业，但不属于邮政企业。邮政
企业是指邮政公司和邮政速递物流
企业（EMS）。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家
机关是指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
关、司法机关以及军事机关。党的
机关和各民主党派、政协机关以及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也属
于广义上的国家机关范畴。国家机
关公文是指以国家机关名义制作的
处理公务的各类文书，具有特定效
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

“明白了这个范畴，也就知道了
哪些文书的寄递是必须通过邮政企
业来完成的。这也是依法治国、依
法行政的必然要求。”陈兴强律师
说。

加大普法宣传
进一步规范邮政市场

虽然法律有明确规定，但近年
来快递企业违法寄递国家公文的案
例仍屡见不鲜。这是什么原因呢？

“违法寄递国家机关公文案件
中，国家机关公文的认定是核心，
目前各方对国家机关公文的概念
和涵义存在理解差异，应当通过法
律途径如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方
式明确国家机关公文概念涵义，为
各类案件提供指引和参考。”陈兴

强律师说。
此外，《邮政法》是邮政管理部

门管理邮政行业的核心法律，但对
于其他部门而言，熟悉程度还不
够。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邮
政法》规定的“国家机关公文应由
邮政企业寄递”的法律要求认识还
不到位，对自己所寄公务文书判断
不准确。邮政管理部门应继续积
极主动加强《邮政法》的宣传贯彻
工作。

另一方面，邮政企业承担起了
更大的责任，也应配套提升运营能
力，满足市场需求，进一步提升服
务质量、优化服务水平。特别是国
家机关公文寄递业务，邮政企业面
对的是广大国家机关，更要结合客
户工作特点和实际需求，以更高要
求和品质提供服务，配合国家机关

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转。
同时，快递企业也要牢固树立

守法观念，坚决杜绝寄递国家机关
公文。要提高快递从业人员法律
意识，遵纪守法。要加强业务培
训，结合禁止寄递国家机关公文的
法律要求，细化在国家机关揽收快
件的要求，提高业务敏感性和谨慎
性，加强与交寄人员的沟通，尽到
提醒义务。

“作为邮政管理部门，我们会进
一步加强行政执法，合法、合理、规
范引导国家公文寄递业务的开展。”
何夏表示，迄今为止，重庆市邮政管
理局还没有收到违法寄递国家机关
公文的相关举报，如果收到相关违
法线索将依法调查处理。

国家机关公文该怎么寄递？行业主管部门有话说

陆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