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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 8月底，陆海新通道
铁海联运班列运输货物覆盖全球83个
国家、196个港口。

新加坡
货物到新加坡的目的港为

新加坡港，累计运输461标箱，
主要为化工品、办公用品等。

菲律宾
货物到菲律宾的目的港主

要为马尼拉、宿务、达沃、八打
雁、卡加延德奥罗、苏比克6个
港口，累计运输 1009标箱，
主要为汽摩配件等。

斯里兰卡
货物到斯里兰卡的目的

港为科伦坡港，累计运输24
标箱，主要货物为日用杂品、
机械设备等。

9月10日至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率中共代表
团对新加坡、菲律宾、斯里兰卡进行友
好访问。此次出访，更是掀开了重庆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新篇章。
期间，不仅举行了中国（重庆）—新

加坡经济与贸易合作论坛、“中国（重
庆）—菲律宾经贸交流论坛”，开通了中
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重
庆与新加坡还签署了27项合作协议，与
菲律宾签约9个项目。

这些交流合作，这些签约项目，必将
进一步加深重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联系，共同谱写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中新国际数据通道为
经济生活赋能添彩

80毫秒，这是身在重庆的重庆海扶
医疗科技公司医疗人员，通过视频远程
指导千里之外的新加坡斐瑞医院医生，
完成子宫肌瘤聚焦超声消融手术时的视
频画面延时，这几乎等同于双方医生进
行一场“同台手术”。

之所以能够提供如此快速的视频
数据传送，正是依托于9月11日当天开
通的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
通道。

在中新国际数据通道开通当日，中
新双方运营商和企业用户共14家企业
现场签订了12个合作项目，涉及远程医
疗、智慧旅游、智慧物流、跨境电商等领
域合作。海扶医疗与新加坡斐瑞医院的
合作，就是这12个项目之一。

“依托这条数据通道，中新医疗专
家可以开展远程会诊、远程手术，为患
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重庆海扶医
疗负责人表示，今后海扶医疗与新加坡
斐瑞医院将充分利用这条通道，实现新
加坡到重庆海扶全球远程大数据中心
的安全对接，让双方医生可依托数据通
道开展远程会诊，通过智能化大数据医
疗服务平台远程指导手术。另外，海扶
医疗还将与新加坡HIFUTECH公司合
作，在新加坡及东南亚地区对重庆海扶
刀进行推广应用。

“重庆与新加坡围绕数据通道进行
的这12个合作项目，覆盖了中新双方多
个生产生活领域，将为双方经济及生活
赋能添彩，带来更多智能体验。”市大数
据发展局负责人介绍，比如在远程教育
领域，基于数据通道，中新双方可开展远
程学术交流、实时教学授课、课程资源分
享，还可通过VR/AR技术协作完成跨国
学习任务。目前，重庆金窝窝网络科技
公司正在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创
客控股INNOE联合开展商业大数据分
析类人才培训培养进程，依托数据通道，
将加速三方商业大数据分析应用、区块
链技术联合研发。

在数据中心服务领域，万国数据将
利用数据通道为大型互联网公司、金融
机构、电信与IT服务提供商及国内大型
企业和跨国公司，提供云连接服务、数据
中心内部互联服务，实现高效、便利的网
络连接。

另外在技术研发领域，基于数据通
道，立信数据与新加坡柔联科技公司将
联合开展新型智慧城市协同管理平台联
合设计；重庆仙桃前沿大数据公司与泰
来供应链（新加坡）公司将联合开展国际
贸易物流智能数字平台联合研发与测
试；腾讯将面向新加坡及东南亚地区拓
展其数字内容领域业务；广州汇量科技
公司将开展海外广告业务；迪肯（区块
链）科技将利用区块链技术联合阿里云
搭建云平台。

60家重庆企业与178家
菲律宾企业开展对接活动

9月16日，中国（重庆）—菲律宾经
贸交流论坛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
当天，重庆和菲律宾签署9项经贸合作
协议，签约金额46亿美元。同时，为进
一步加强中菲双边合作，主办方特别举

办了中国（重庆）—菲律宾企业对接会。
据悉，通过公开报名和重点邀约相

结合的方式，不少企业主动积极参加本
次活动，重庆的企业涉及制造业、运输、
机械制造、批发零售、科学技术、电器、金
融等领域。

菲律宾方面，主要通过菲律宾工商
总会、菲律宾菲华商联总会、菲律宾丝绸
之路国际商会、中国工商银行马尼拉分
行、菲律宾中国商会等机构，广泛邀请有
实力、有需求的菲律宾企业参会对接，并
对双边企业进行前期双向沟通、精准对
接，帮助对接会结出更多成果。

据了解，活动现场，60家重庆企业近
100人与178家菲律宾企业近400人，开
展了236次对接活动，达成了32项初步

合作意向，主要涉及工程建筑、国际劳
务、汽车制造、机械设备、国际贸易、新零
售物流等行业领域。

重庆进口斯里兰卡产品
逐渐增多

9月2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商务
委了解到，近年来，重庆从斯里兰卡进口
的商品呈现增长趋势。

据统计，2018年，重庆从斯里兰卡
进口货物量增长超过100%；今年上半
年，从斯里兰卡进口的货物量已与去年
全年持平。“目前重庆从斯里兰卡进口的
商品以茶叶、纺织服装为主，这在一定程
度上丰富了重庆市场。”市商务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重庆日报记者还了解到，“一带一
路”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原保税商品展
示交易中心）从去年8月起，正式设立了
斯里兰卡国家馆。该馆面积约40平方
米，商品大部分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锡兰
茶，还有部分斯里兰卡手工艺品和椰子
油。

该馆负责人介绍，1年多来，该馆销
售额在20万元左右，部分产品还销售到
了外省。以后还将把斯里兰卡有名的宝
石也引入重庆。

保税港区方面表示，去年8月，交易
中心围绕“窗口、贸易、旅游”这三大功
能，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并以国家展馆
为切入点，强化招商，斯里兰卡馆便是引
入的多个国家馆之一。

成果丰硕 谱写新篇
本报记者 郭晓静 杨骏 夏元

（一）攀华板材项目：攀华集团旗下
子公司—-重庆攀华板材有限公司在菲
律宾当地相关部门PEZA所批准的经济
区以及Century peak energy corpor-
tion（在菲律宾拥有大量土地资源的企
业）签约，三方签约在300公顷土地开发
建设并签订合作备忘录，项目总投入35
亿美元。

（二）小康项目：重庆小康集团旗下
子公司 PT.SOKONINDO AUTOMO-
BILE 与菲律宾汽车销售私人公司——
QSJ MOTORS PHILS.INS 达成协议，

双方此次签订3000台微卡出口协议，共
计2175万美元。

（三）隆鑫项目：重庆隆鑫进出口有
限公司与YINGANG MOTORCYCLE
（PHILIPPINES）LTD.INC（与隆鑫合作
超10年的销售伙伴）合作，双方此次签订
23000辆三轮车出口协议，共计2113万美
元。

（四）庆铃项目：庆铃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与Kingling Motors Philippines Inc
（菲律宾最大的卡车经销商）签约。双
方此次签订轻重型工程车、市政车、消

防车等车型的出口协议，共计3000万美
元。

（五）力帆项目：重庆力帆实业集团
进 出 口 公 司 与 MITSUKOSHI MO-
TORS PHILS.INC（菲律宾第二大中国
品 牌 代 理 商）签 约 。 双 方 此 次 签 订
67850 辆摩托车出口协议，共计 3001 万
美元。

（六）洪九果品项目：中国重庆洪
九果品股份有限公司已在泰国、越南
和智利成立了三家海外子公司，此次
与菲律宾最大的热带水果收购及加工

出口企业——菲律宾达沃永盛食品公
司签约，双方此次签订椰子、香蕉、菠
萝等鲜果贸易的战略合作协议共计 10
亿美元。

（七）润创国际项目：重庆润创国际
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与 SINCERITY
INT’L CARGO SERVICE（菲律宾航
空货运界领军企业）签约，双方此次就生
鲜水产、水果干副、摩托车及零配件出口
销售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八）现代汽车项目：现代汽车株式
会社与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和Hyun-
dai Asia Resources Inc. 签约，三方此次
就北京现代重庆工厂生产的现代汽车，
通过现代汽车销售给HARI的出口项目
签订合作备忘录。

中国（重庆）—菲律宾经贸交流活动签下系列大单

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
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以下简称中新国际数

据通道）是中国首条针对单一国家，点对点的国际数据专用通道，
是中新双方在信息通信领域合作取得的重大创新成果。

该通道是从重庆经广州、香港到新加坡的直达数据链路，由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与新加坡电信、星和电
信联合实施建设运营。

通道批准建设总带宽 260Gbps，时延约 70－80 毫秒，通道
具备高速率、大带宽、低时延、高可靠等特点，性能优势十分明
显。

该通道还可提供安全可靠、稳定无卡顿的4K/8K超高清视频
服务，为中新双方企业的跨国会议、商务洽谈、协同办公等提供

“面对面”交流体验，还将实现中新企业在协同设计、联合研发、数
据处理、远程检测等方面的深度融合。

新交所合作项目

为促进双方资本市场融合发展，重点推动我市企业和机构在
新加坡上市融资，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金融
监管局”）与新加坡交易所（以下简称“新交所”）围绕支持重庆企
业到新加坡上市并优化上市流程、探索新交所在重庆为企业提供
融资平台的机遇、促进两地资本流通、探索新交所与重庆股份转
让中心合作、建立高层交流机制、加强研究互动与信息共享等方
面签署了深化合作备忘录。

主要包括充分发挥新交所优势，通过主题讲座、培训班、座谈
会等形式，鼓励重庆市内企业到新加坡上市融资、并购重组，扩大
直接融资规模，同时双方在各自能力范围内为拟上市公司提供建
议和支持；研究各种设点方案，以重庆为中心，辐射中西部地区，
便利新交所在内陆地区开展多项业务；合作推行重庆市合格境内
投资者到新加坡资本市场的投资，也探讨各项措施，为新交所上
市的重庆企业顺利引入国际资本；设立双方高级行政人员之间定
期会面或其他沟通形式的机制，以增进双方对彼此区域市场发展
情况的了解等。

新加坡国立大学（重庆）研究院
新加坡国立大学拟与两江新区合作建设新加坡国立大学（重

庆）研究院，项目围绕但不限于在先进材料和制造、信息工程与人
工智能、现代物流、金融和风险管理等领域，重点开展应用研究、
成果转移转化、产业孵化、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合作。具体建设
先进材料和制造研发中心、信息工程与人工智能研发中心、现代
物流研发中心、金融和风险管理研发中心、中新双向孵化基地、国
际合作及高端人才培养中心。

多点开花
中新合作再结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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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交易所。 记者 巨建兵 摄

陆海新通道示意图 制图：丁龙 王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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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盘点

斯里兰卡科伦坡国际集装箱码头，该码头是中国和斯里兰卡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务实对接标杆性项目，也是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绿色码头。 记者 巨建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