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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律宾，果农驾驶的“重庆造”庆铃
牌轻卡在乡间公路上疾驰，货箱里的水果
满满当当。“东南亚和非洲的朋友们都喜
欢我们重庆庆铃的轻卡，今年非洲的代表
还专门飞来重庆，要跟我们签大单子。”重
庆对外贸易进口有限公司董事长夏子荣
很自豪，重庆的汽车，在海外多国都是畅
销货。

地处西部内陆，交通物流曾经是重庆
对外开放的一大痛点。

“我们以前是江海联运，走长江水道
到上海再运往东南亚，得绕一个大圈子。
做外贸物流，时间成本耗不起。”夏子荣
说，“现在，由铁路到广西，再出海抵达菲
律宾，铁海联运比江海联运节约17天。
跑10趟就能节约出小半年来。”

这就是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带来的
变化。在这条通道上，夏子荣预计今年要
运出去超过3000辆庆铃卡车，货值达到
4亿元。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开行
以来，截至今年7月底，铁路方面，重庆与
广西北部湾间双向发出1183列班车，外
贸货值累计6.3亿美元、内贸货值约30亿
元。公路方面，重庆东盟公路班车2016
年4月28日首次运营至今年7月31日，共
计发车1460车次，总货值为11.98亿元。

发展，呼唤一条新通道

“一条西部出海大通道，我们盼了好
多年。”中新南向通道（重庆）物流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渝培感慨，在西部内陆，
开放的瓶颈主要是通道，虽然依托长江黄

金水道可以通江达海，但随着西部产业的
日益壮大，这条东西向物流大通道已经逐
渐不能满足内陆开放的发展需求。

2015年11月，中国、新加坡两国第
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落户重庆，中新（重
庆）战略性互联互通项目正式启动。随
后，陆海新通道成为双方物流合作领域的
重点示范项目。

在碰撞、磨合和多次测试之后，2017
年9月25日，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
首个常态化运行班列缓缓驶出站台，宣告
陆海新通道从纸上落到了现实中。

“中国西部各省份自不必说，部分东
盟国家也表现出热切的希望。陆海新通
道自诞生开始，就带着国际国内的多方关
注进入了发展提速期。”王渝培说。

在国内，陆海新通道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西部省份参与其中。早在去年4月，陆
海新通道贵州段测试班列就已首发。贵
州的轮胎、磷肥、老干妈酱和茶叶等“黔
货”搭乘陆海新通道出海。同年5月，广
西钦州港至云南昆明的陆海新通道班列
双向首发，全程运行约27个小时，较普通
货运列车减少12个小时。同年9月，青
海在格尔木首发了陆海新通道班列，由青
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盐湖产
品出口至东盟各国。今年3月，甘肃的陆
海新通道货运班列在兰州新区首发，兰州
新区中川北站铁路口岸成为陆海新通道
重要节点……

今年1月，重庆、广西、贵州、甘肃、青
海、新疆、云南、宁夏等西部八个省区市签

署了共建陆海新通道框架协议。陆海新
通道发展势头的强劲，用一组数字足以说
明：重庆往返广西北部湾的铁海联运班
列，从2017年的48列，迅猛发展到2018
年的609列，今年1—7月达到526列，同
比增长139%。

突破，需要很多新机制

开辟新通道，分流国际货源，打破原
有格局，难度可想而知。试水之初，一些
难点让很多企业望而却步。部分企业对
陆海新通道的不了解，也要求宣介范围不
断扩大。

“进出口贸易对通道的稳定要求比较
高。看着陆海新通道越来越畅通，功能越
来越全，我们这才从一个车皮到几个车
皮，再到现在开行一个班列。”夏子荣并不
讳言。

西部出海，对大家来说都是新鲜事。
在试水与共商中，越来越多的机制趋于成
熟。

“我们主动向海关总署申请获批，牵
头沿线海关建立陆海新通道跨区域海关
合作机制。与钦州、凭祥、龙邦、瑞丽，以
及阿拉山口、霍尔果斯等口岸海关建立了

‘点对点’通关应急响应处置协调机制，第
一时间解决企业通关中的难题。”重庆海
关关长山巍介绍。

在海关等多部门的支持下，这条大通
道上的外贸业态也越来越多元、越来越繁
荣。首次从加拿大进口保税平行进口车，
越南电子产品转口到欧洲，柬埔寨大米、

马来西亚葵花籽油等优质农产品常态化
运到重庆。从重庆出口的商品，搭乘整车
专列、定制专列，涵盖汽车整车及零配件、
建筑陶瓷、化工原料等300多个品种，发
往全球180多个国家。

“这条新通道，能不能把西部的水果
卖出国？把东南亚的海鲜运回来？”随着
陆海新通道愈发便捷，许多企业提出了类
似的期待。而水果和冰鲜水产品多采用
冷藏方式运输，对通关时效性要求较高。

为给相关产品创造更加便利的通关
条件，重庆海关与南宁海关积极优化冷链
运输商品通关监管措施，最大程度缩短在
途时间。在这种模式下，重庆的生鲜商品
出口在重庆完成检验检疫和验放手续后，
通过冷链运输转关至钦州港，出境时不再
开箱查验，原箱出境。对于入境的需冷链
运输商品，南宁海关给予最大方便，货物
可以选择原箱入境到达重庆再办理相关
通关手续。

前不久，20多吨来自越南的冷冻巴
沙鱼原箱运抵重庆铁路口岸，宣告陆海新
通道冷链运输测试成功。“在钦州不用清
关和换箱掏箱，海运原箱直接进入重庆。
这样的模式下，以后重庆可以形成面向内
陆的进口冷链产品分拨中心，也为重庆以
及内陆地区的瓜果蔬菜等特色农产品通过
海运原箱销售到全球提供了机会。”王渝培
说，模式的创新，开启了一个新的领域。

开放，互联互通新局面

“陆海新通道是新事物，推动西部互
联互通。为此量身打造的陆海新通道海
关监管模式越来越明晰，探索也已经初见
成效。”王渝培认为。

互联互通是看得见的。随着“最后一
公里”的打通，“丝路、水路、海路”多条国
际通道在重庆实现交汇。今年3月初，一
列满载货物的班列从重庆果园港铁路专
用线徐徐驶出，沿着陆海贸易新通道直通
广西钦州港。这标志着陆海贸易新通道、
长江黄金水道、中欧班列（重庆）等国际物
流通道实现了无缝贯通。在海上，陆海新
通道已经延伸至新加坡等80国的191个
港口。

陆海新通道的大框架下，经过两年多
的实践，已形成国际铁海联运、国际铁路
联运和跨境公路运输等三种主要物流组
织形式互为补充、协同发展的格局。在陆
海新通道建设的大背景下，公路运输也享
受到越来越多政策红利。

现在的陆海新通道，究竟怎么样？
“部分线路已经满负荷运行了。”王渝

培说，多省份已经形成共识，要加快推动
铁路线路的建设，加强物流基础设施的建
设、货物的组织管理，“降费增效，让这条
大通道愈发畅通起来。”

（原载于201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

陆海新通道 西部开放新动脉
1—7月，重庆与广西北部湾间铁海联运班列达526列，同比增139%

人民日报记者 蒋云龙

■为进一步满足西部内
陆开放的发展需求，国际陆海
贸易新通道应运而生。

■开通以来，重庆等西
部省区市不断探索新通道发
展机制，共商共建推动互利
共赢——缩短审批流程，加快
通关时效，创造更加便利的通
关条件；越来越多机制趋于成
熟，外贸业态更加多元……

■随着西部互联互通的
深入推进，陆海新通道将为西
部省区市注入更加强劲的发
展动能。

本报讯 重庆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离休干部王瑞祯同志，因
病于2019年8月15日逝世，享
年93岁。

王瑞祯同志系山东胶南
人，1946 年 3 月参加革命工
作，1946年 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

王瑞祯同志逝世

“云网端”一体化
建设智慧城市“超脑”

如何让城市学会“思考”？答案是
感知并采集海量数据、高速稳定传输
数据、精准分析并提供解决方案。

在永川，重庆移动已助力市政部
门实现路面照明设施自动管理，通过
在灯杆内安装终端控制器，搭建设备
感知、网络传输和平台应用三层云网
架构，路灯可感应天气、光照、人流、车
流变化，实现自动动态调整。工作人
员也可随时接入智能管理平台，实现
路灯远程管理、控制，预设开关时间。

在大足，重庆移动正协助地方政
府打造“数字城管”，建设以大数据为
核心的新型智慧城市“超脑”。通过实
现智能市政管理、视频监控分析、环境
危险源监控等N个“小”智能应用，开
放公安视频监控、公共车辆管理、地下

管网管理、园林绿化管理等接口，建立
云端大数据可视化城市管理平台，对
资源配置、城市规划、环境治理、应急
指挥等场景实现智能分析与决策，消
除数字壁垒和信息孤岛。

此外，重庆移动也在加快探索智
慧园区建设。通过部署物联网传感
器，实时监测园区楼宇的温度、湿度、
污染物。在发生火灾等危险场景下，
楼宇内的传感器能够迅速向楼宇控制
中心和城市智能管理平台告警，楼内
人员可在通信中断情况下跟随传感器
指示灯得到最佳逃生路线。

发挥5G特性
智慧城市中的无人应用

5G网络具有高带宽、低时延、广连
接的特点。当5G与人工智能相遇，则
将更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汇集成

智慧城市中的一系列无人应用。
在涪陵等多个沿江区县，为更好

支撑“河长制”工作的落地见效，5G
无人船已经下水用于水环境监测测
试。在5G网络环境下，无人船的定
位导航、路径规划、智能避障等自主
作业性能更优、数据回传更稳定、视
频回传更清晰，除采集水质数据外，
还可广泛运用于水面测绘、搜救和执
法等领域。

在两江新区，重庆第一辆5G无人
驾驶巴士已投入测试使用，这是为满
足产业园区内短途“摆渡”需求而量身
定做的新型交通工具。依托5G网络
优势，无人巴士能够准确进行分级决
策，实时对其他车辆、行人、障碍物和
突发情况做出反应，完成停车、避让、
减速、变道等自动控制。

在未来，更多的无人应用将陆续
加入到智慧城市建设进程中。

为生活添彩
5G给老百姓带来更多惊喜

在市内热门景点长江索道，为使
更多游客“排队不再枯燥、等待更有
期待”，重庆移动利用5G网络优势，
通过在缆车底部安装全景摄像头采
集实时影像、同步回传VR服务器的
方式，实现借助VR眼镜观看索道过
江全程的超感沉浸式体验。而 400
公里之外的奉节夔门，利用相同技
术，游客能够不受位置、距离限制，多
角度、全方位体验三峡的壮美。更为
奇妙的是，利用5G网络，更可实现夔
门风景与远在渝中区的长江索道的
实时连线，让古诗中的“千里江陵一
日还”成为现实。

以长江索道为代表，重庆移动探索
出“5G+智慧文旅”这一率先在全市取

得成功的商业模式。在未来，重庆移动
还将打造5G+5A景区、5G+红色旅游
等一系列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旅项目。

更多5G+智慧城市应用
与你相约智博会重庆移动展馆

据了解，本次智博会重庆移动将
在悦来会展中心S5馆智慧城市区域进
行布展。多项5G+新型智慧城市应用
将在智博会上全景亮相。此外，重庆
移动与两江产业集团联合打造的“礼
嘉智慧体验园区”一期项目预计也将
在智博会期间向公众开放，3D全息通
话、4K 视频通话、多人 VR 游戏、
360VR直播、VR自行车等一批最新
的5G应用将供游客尝鲜。届时，广大
市民可前往免费参观体验。

谢恒

智博会倒计时10天

走近重庆移动“5G+新型智慧城市”
建设新型智慧城市被列为国

家“十三五”规划，是国家的重要

战略布局之一。新型智慧城市是

指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以整合、

系统的方式管理城市运行体系，

让城市中各个功能智能化协调运

作，全面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和满

意度。作为一项革命性的信息技

术，5G将驱动人工智能、物联网、

大数据等一系列前沿科技，显著

提升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进程。

目前，重庆移动正主动发挥自

身5G、大数据、云计算等方面的能

力优势，加速推动重庆城市信息化

向新型智慧城市发展。一幅“5G+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数字化图

景，正在巴渝大地上徐徐展开。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8 月 15
日，市财政局发布消息称，今年初全市统
一压减一般性支出5%，5月再对市级一
般性支出、重点专项支出分别压减5%和
13%，预计今年市级政府开支压减总额将
达55亿元。

上半年全市新增减税降费219亿元

压减一般支出并不是新词，为什么今
年压减幅度如此之大？市财政局负责人
透露：“原因在于大规模减税降费，预算法
规定量入为出、收支平衡，收入减了支出

必须随之减少，这是逻辑。”
据了解，上半年，全市新增减税降费

219.27亿元，其中减税189.59亿元、社保
降费29.68亿元，减税政策惠及民营经济
纳税人497.35万户，个税改革系列政策
惠及636.44万自然人。与此同时，1至6
月，全市税收收入852.4亿元，与去年同
期相比下降2.5%；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增长5.8%，提高3.3个百分点。

“综合财政经济数据看，上半年我市
财政减税、降费、增支与经济发展形成了
良性循环。”这位负责人进一步解释说，上

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2%，正常
情况下税收应增长6%左右，但实际相差
超过 8 个百分点。这说明，减税降费

“增”，支出规模“增”，税收增速“降”，彰显
减负增支成效。

他表示，把“紧日子”过下去，部门厉
行节约已成为常态，“三公”经费管得更
严，项目支出预算“零增长”，上半年全市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减少8.7%就是佐证。

今年来已发行政府债券上千亿元

不过，政府过“紧日子”，并不是说民生

不问、建设不管，而是好钢用在刀刃上，聚
焦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增加投入，把资金更
多用在保障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
上半年，全市科技、教育、脱贫攻坚、生态环
保、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为保民生开支和重点建设不打折，今
年全市财政部门将充分挖掘支出侧潜力。

除了优化支出结构、压减政府开支
55亿元外，我市还实施全面绩效管理、发
行政府债券。

如今，全市绩效评价范围已从项目支
出扩大到支出政策、部门整体等方面。今
年以来重庆已发行政府债券1047亿元，占
全年计划的83.5%，债券资金重点用在脱
贫攻坚、生态环保、棚户区改造、土地收储、
轨道交通基础设施等重点项目建设上。

今年重庆市级政府开支压减预计达55亿元

据人民日报

（上接1版）
在确定的重要枢纽上，《规划》

也明确，将着力打造国际性综合交
通枢纽，充分发挥重庆位于“一带
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的区位
优势，建设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
心。

“重庆将因此迎来重大发展
机遇。”该负责人称，《规划》明确，
将加快运输通道建设，打造重庆、
成都至北部湾出海口大能力铁路
运输通道，实施渝怀铁路增建二
线、研究建设重庆至贵阳铁路等
项目；加快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
省干线瓶颈路段扩能改造和待贯
通路段建设，加快推进G75渝黔
扩能、G85待贯通路段等项目建
设，升级G93重庆至遂宁段等；提
升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完善运输场
站设施，加强集疏运体系建设，推
进重庆团结村集装箱中心站、重庆
鱼嘴铁路货运站升级改造，加快重
庆铁路枢纽东环线建设。

另一方面，《规划》将重庆明确
为两端物流枢纽之一，并将重庆西
部现代物流产业园、重庆南彭贸易
物流基地作为重点培育物流园区，
打造现代化物流枢纽体系。同时
依托重庆运营组织中心，联合其他
枢纽节点，统筹铁路、水运、海关等
部门行政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
信息资源，加快公共信息平台建
设。

一批重大项目将在明年开工

“《规划》将具体的目标分为三
个阶段。”该负责人介绍，第一个阶
段是到2020年，一批重大铁路、物
流枢纽等项目开工建设，重庆内陆
国际物流分拨中心初步建成，铁海
联运和多式联运“最后一公里”基
本打通，通关效率大幅提高，通道
物流组织水平显著提升，陆海新通
道对西部大开发支撑作用开始显
现。

第二个阶段是到2025年，经
济、高效、便捷、绿色、安全的西部
陆海新通道基本建成。一批重大
铁路项目建成投产，主要公路瓶颈
路段全面打通，形成以铁路为骨
干、高等级公路为补充的陆路交通
通道。重庆内陆口岸高地基本建
成，通关便利化水平和物流效率大
幅提升，更好引领区域协调发展和
对外开放新格局。

第三个阶段是到2035年，西
部陆海新通道全面建成，通道运输
能力更强、枢纽布局更合理、多式
联运更便捷，物流服务和通关效率
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物流成本大幅
下降，整体发展质量显著提升，为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有力支
撑。

《规划》对重庆提出更高要求

“在陆海新通道的打造上，《规
划》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该负责
人称，比如，在提升通道运行和物
流效率上，《规划》要求优化铁路班
列服务，织密航运服务网络，开行
重庆至北部湾港口的高频次班列
直达线。推动通关便利化，深入推
进通关改革，强化国际通关合作，

推进跨境运输便利化。
在促进通道与区域经济融合

发展方面，《规划》要求通过发展通
道经济，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促进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支持重要
节点加快培育枢纽经济，完善重庆
铁路口岸通关设施，将重庆高新区
作为陆港枢纽经济建设重点，强化
重庆临空经济示范区牵引带动作
用，优化改善营商环境，打造高品
质陆海联动经济走廊，实现要素资
源高效集聚与流动。

在加强通道对外开放及国际
合作方面，《规划》强调要进一步发
挥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项
目示范作用，充分发挥中国西部国
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合作平台作
用，积极开展经贸合作。依托中
国-东盟信息港，建设中新等沿线
国家和区域国际数据通道，与重庆
运营组织中心合作，提升我国西部
地区与东南亚地区的互联互通水
平。

重庆将积极发挥省际协商
合作机制的牵头作用

“重庆是西部地区中，唯一具
有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综合交通
运输优势的特大城市，拥有长江黄
金水道、中欧班列、航空网络等水
陆空多种物流通道，并形成包括中
新（重庆）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中国
重庆自贸试验区在内的多层次开
放体系和国际物流分拨体系以及
多层次物流园区体系，在全国首创
国际物流通道发展合作新经验。”
该负责人称。

近年来，在推动西部陆海新通
道建设上，重庆积极发挥牵头作
用，在2017年渝桂黔陇四地签署
合作共建协议基础上，现已有包括
四川在内的10个省（区）签署合作
共建协议，已协商西藏、内蒙古加
入合作共建机制，共建机制逐步完
善，辐射联动作用明显。

目前，重庆推动的《国际货运
代理铁路联运作业规范》已向国家
标准委报批，“一单到底”推进顺
利，取得初步成效。

下阶段，我市将按照《规划》要
求，积极发挥省际协商合作机制的
牵头作用，加快建设运营组织中
心，加大西部省区市共建陆海新通
道合作机制，推进陆海新通道沿线
地区统一品牌、统筹运营，逐步增
加铁海联运班列线路、班次。

同时，我市还将积极拓展全
球网络，加快建设跨区域国际铁
海联运信息平台，推动铁路、港
口、船公司、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的信息交互。发展通道贸易，搭
建陆海新通道外贸服务平台，丰
富运输产品，发展整车、肉类、冻
品运输。提升金融功能，探索跨
境和外币境内便捷网上支付模式，
提供更多通道金融服务产品。加
快推进通道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渝
贵高铁、黔桂铁路扩能项目前期工
作，积极争取将渝湘高铁黔江至吉
首段、涪陵至柳州铁路纳入“十四
五”规划，加快重庆铁路集装箱中
心站扩能等枢纽节点项目前期工
作，尽早开工。

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升为国家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