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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重庆如何扮
演角色才能把握机遇？

9月24日，在由中国人民外交学
会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共同
主办，市中新项目管理局协办的第十四
届中国—新加坡论坛公开论坛上，来自
中新两国的专家学者围绕“重庆的角
色”展开交流，为重庆把握发展机遇开
出良方。

“做中国东盟合作的新起点”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专家委员会副
主任、常务理事李永认为，重庆应做中
国东盟合作的新起点。

将重庆作为“新起点”，李永有两点
理由：

其一，陆海新通道不仅使东盟与重
庆实现连接，还让重庆与世界实现连
接，目前这条通道已连接了166个港
口、71个国家，重庆作为通道的运营中
心，在全球对接中具有优势地位。

其二，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已取得令
人瞩目的进展，合作项目已有128个，
涉及项目金额约264亿美元，帮助重庆
企业的融资成本下降了1.4%。而且涉

及领域也从最初的4个，逐步向医疗、
教育、旅游等新领域拓展。

“重庆通过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探索
出的经验是可以复制分享的，新加坡是
东盟成员国，且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重庆与新加坡合作成为中国东盟合作

‘新起点’是大势所趋。”李永说。

“借力新加坡的‘中心’作用”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
学院政策研究所资深兼职研究员曼努·
巴思卡仁表示，重庆要通过合作，让新
加坡的“中心”作用助力重庆发展。

曼努·巴思卡仁说，新加坡作为区
域中心有很多功能，对重庆而言，新加
坡的金融中心功能，航空和航运中心功
能，可以有效助力重庆发展。

以金融中心为例，新加坡作为亚太
地区的金融中心，吸引全球700多家公
司设立总部，世界知名金融机构云集，
能够高效促进资本流通，借助中新互联
互通项目这个渠道，重庆不但可以让本
地市场的资本进入新加坡金融市场，还
可以帮助中国大陆其他城市在新加坡
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进行融资。

另外，在航空和航运方面，新加坡
樟宜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
一，航班线路覆盖全球400多个国家，
重庆可以借助樟宜机场，增强与世界
各国机场的联系；新加坡还是世界重
要的航运中心，通过陆海新通道，重庆
与新加坡实现联结，可加速推动重庆
成为长江上游地区航运中心和西部内
陆物流枢纽。

“高度关注东盟机遇”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曲
博呼吁，重庆应高度关注东盟机遇。

曲博称，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联
系越来越紧密。2004年，中国东盟双
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2007
增加到2000亿美元，这之后更是一路
增长，到2017年已达到5000亿美元。

“这说明双边经贸联系非常紧密，
中国已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东
盟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当今国
际国内形势下，中国与东盟经贸联系还
将进一步增强。”曲博说。

与此同时，中国和东盟相互投资也
不断增加，尤其是在2013年以后，中国

对东盟投资进一步加速增长。尽管和
美国、日本在东盟地区投资的存量相
比，中国还有差距，但在曲博看来，差距
正在迅速缩小。

“打好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这张牌”

新加坡国会议员郭献川认为，重庆
要打好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这张牌。

郭献川说，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是中
新政府间第三个合作项目，这个项目的
目标是减少中国东部和西部经济发展
的不平衡。同时，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也
是“一带一路”倡议下非常重要的示范
项目，是基于现代服务业发起的项目，
新加坡将通过这个项目在中国西部地
区开展更多的金融服务，降低融资成本
和物流成本，帮助改善西部地区营商环
境，促进西部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和长
江经济带发展。

重庆作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的运
营中心，借助新加坡在东盟地区的影响
力，通过推动实施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可以将双方的优势连接起来，让新加坡
和重庆都成为枢纽，促进东盟和中国西
部的发展。

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专家建议重庆这样把握机遇——

借力发展 做中国东盟合作的新起点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孙天然

本报讯 （记者 夏元）记者9
月24日从市经信委获悉，该委日前
发布《重庆市促进农村汽车更新换
代专项活动市级财政奖励资金申报
流程》，对在我市辖区内注册登记，
将指定车型出售给农村居民的车
企，予以500元/辆补贴奖励的申报
流程进行说明。

今年5月，市财政局、市经信委
联合发布《重庆市促进农村汽车更
新换代专项活动实施方案》称，在我
市注册登记的整车生产企业，对今
年6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购置
了渝企生产的3.5吨及以下货车、
或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的全国
范围内的农村居民，应给予1500
元/辆以上的促销补贴（含现金优
惠、赠送保养、赠送礼包等形式），而

市级财政专项资金将对生产企业给
予500元/辆事后奖励，以此促进农
村汽车更新换代，提高汽车行业产
能利用率，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
展。其中，申报财政资金奖励的车
辆数量，将控制在活动期间车辆总
销量的20%以内。

市经信委表示，目前该专项活动
已接近尾声，车企可办理补贴申报。
届时，申领补贴的车企须提交申请报
告，以及购车人户别证明、车辆销售
发票等相关证明材料，于10月15日
前向市经信委进行申报，后者审查
后，再交由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专项
审核并出具审核报告书。然后，市经
信委将根据企业申报资料和审核报
告书，汇总提出奖励资金安排方案并
送市财政局，公示后进行拨付。

重庆促进农村汽车更新换代

财政专项补贴 农民购车优惠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9月24
日，2019工业互联网应用与实践峰会
在重庆璧山开幕。来自全国工业互联
网领域权威的专家和行业龙头企业代
表，围绕工业互联网如何赋能产业升
级、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热门话题，共
同探讨工业互联网市场发展机遇。

本次峰会由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主办，
华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电力技术

市场协会承办，主题为“创新引领·赋能
共生”。峰会上，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
副总工程师续合元、中国华能集团首席
信息师朱卫列分别就中国工业互联网
发展、国家工业互联网的创新与实践作
了主旨报告。

据了解，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致力
于推动生产、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和体系
再造，是推进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科

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手段。当前，重庆正
深入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出台了一系
列支持工业互联网发展的政策措施，着
力构建以网络为基础、平台为关键、产
业为支撑、安全为保障、应用为根本的
工业互联网生态体系。因此，推动工业
互联网应用与实践为重庆产业赋能，激
活制造企业转型活力意义重大。

如今，重庆如何推动工业互联网应

用与实践呢？朱卫列认为，重庆是国家
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工业互联网应
用产品丰富，市场空间巨大。他建议，
当前重庆应推动工业互联网与制造业
深度融合发展，加速推进智能化应用落
地，真正走出一条工业高质量发展道
路。

会上，华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璧
山区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
华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将助推璧山区
企业工业互联网应用开展，优先考虑在
璧山推进工业物联网产业落地。同时，
双方计划通过产学研结合和联合创新，
在工业互联和智能物联领域，加速技术
积累和产品孵化，促进璧山区乃至重庆
市相关产业发展。

2019工业互联网应用与实践峰会开幕
专家建议重庆加速推进智能化应用落地

今年初，十部委联合印发
《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
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
场的实施方案（2019 年）》，提
出“多措并举促进汽车消费，
更好满足居民出行需要”。到
5月份，重庆推出补贴政策，对
农村居民购车及车企进行双
重补贴，促进农村汽车更新换
代，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
展。

“汽车下乡”承载农民太多
期待。以往，农村人口分布分
散，公共交通不便，家里有辆汽
车是奢侈梦想。现在往乡下走
一走，就会发现村民家门口多
停着小汽车。从走访亲友到拉
货运输，汽车已成为不少农村
家庭的标配。而随着农村居民

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农民也
期待能有更好的出行体验，更
加关注汽车品质提升。可以
说，农村汽车消费也进入“更新
换代”的时机。

此次补贴既针对村民，也
针对车企。在激活农村汽车消
费的同时，“汽车下乡”也将倒
逼车企转型升级，提供更佳优
质的产品，从而实现汽车产业
结构调整，实现优胜劣汰。新
一轮“汽车下乡”，有助于促进
农村汽车消费，助推消费扶贫，
对农村经济产生刺激和拉动作
用，不断挖掘农村消费潜力，促
进农村消费整体提质增效，为
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总
之，农村购车双重补贴所释放
的积极信号，值得期待。

为“汽车下乡”点赞
□张燕

金秋十月，中国人保迎来建司70周年。七十载创业岁月，七十载砥砺前行。人保财险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财产保险公司，服务机构和网点遍布全国，覆盖各省、市、县，以诚信、责任、专
业、价值的形象塑造了享誉国内外的企业品牌。

长期以来，人保财险重庆市分公司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秉承“人民保险，服务人民”的使命，通过改善理赔服务、创新服务平台等手段，不断提升和改进保险服务质量和水平，
切实维护好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取得了一定成效。在重庆市保险行业协会评选出的2018年度十大典型理赔案例中，人保财险获评3项典型案
例，分别是“人保财险精准脱贫保助力乡村振兴战略”、“人保财险社会影响力赔案”和“人保财险服务实体经济给力赔案”。

发挥国企担当
投身民生保障实施精准扶贫

新时期新形势下，人保财险重庆市
分公司加快公司业务高质量转型发展，
努力为社会提供多层次的保险服务。

主动履行国企担当——积极参与
精准扶贫和民生保障项目。2018年
为全市约685万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
提供大病风险保障，为巴南区5.8万人
提供长期照护保险，抓好精准脱贫保
及惠民济困保的承保与理赔工作，在
实际推进过程中主动对接“两不愁三
保障”突出问题，有力助推重庆脱贫攻
坚。

承办精准脱贫保项目，为全市建
档立卡贫困户提供包括意外身故、残
疾、意外医疗、疾病身故、大病补充医
疗、贫困学生重大疾病保险及贫困户
农房保险等一揽子保险责任。2018
年全年承保贫困人员73.63万人，提供
4502.74亿元风险保障，赔付8.34万人
次，支付赔款7656.27万元。

承办惠民济困保项目，为低保人
群、特困人员、孤儿、全市部分享受国
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提供包括
意外身故、残疾保额、疾病身故、大病
补充医疗保险、贫困学生重大疾病保
险及困难学生升学补助金保险等综合
保险责任。全年承保37.29万人，提供
145.41亿元风险保障，赔付2.31万人
次，支付赔款3715.99万元。

主动参与社会治理——牵头成立
重庆市医疗责任保险理赔服务中心，
为重庆1000余家农村县级及乡镇医
院提供医疗责任险保障；积极响应政
府需求，开办政府救助责任保险等民
生类保险项目，把保险的功能转化为
各级政府改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

理的有效工具。
主动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开办

了以重要粮油作物、大宗畜牧品种、森
林为承保对象的7个中央财政补贴型
农业保险产品；开发了水稻、生猪、柑
橘、山羊、青菜头、蔬菜为对象的6个
保障我市特色农业产业规模发展的市
级收益保险产品；开发了花椒、中药
材、柑橘等41个保障各区县特色农产
业的地方财政补贴型产品；开发了玉
米期货收入保险、非洲猪瘟疫病扑杀
保险等26个以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对政府行政行为、价格、产量等方面
保障需求的商业性产品。2018年累
计开展支农融资项目130笔，投放支
农融资款项7214.5万元，有效缓解农
村金融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

题。充分展现了人保财险国企担当，
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提升服务能力
打造高效优质服务体验

深入推动高质量发展转型，聚焦
中心城市，深耕县域农村，充分发挥国
有骨干保险企业功能作用，核心服务
指标不断提升，客户体验明显改善。

公司持续创新服务模式，推出“警
保联动”、理赔夜市、“心服务芯理赔”
等一系列广受社会各界欢迎和好评的
服务品牌；开展投诉专项治理行动，积
极溯源整改，大力强化保险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力度；升级95518客服中
心和俱乐部平台，客户黏性不断增强，

公司服务能力和品牌美誉度持续提
升。

提升理赔效率，改善客户体验。上
线车险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流程，加快小
额低风险案件的处理速度；简化资料收
集，缩短万元以下涉人伤案件理赔周
期；实施理赔“无纸化”工程，对外取消
车险“三证一卡”复印件收集要求，对内
优化赔案审核流程，实现理赔流程标准
化。今年8月，人保财险重庆市分公司
万元以下理赔周期仅7.69天。

升级服务模式，增进客户关系，实
施服务质量标准化管理。制定发布重
庆财险行业内首个客户界面统一规范，
着力提升网点标准化服务水平。建立
服务质量监督测评机制，提升各个客户
界面的标准化服务水平。2018年，委

托第三方公司开展神秘人测评 561
次。逐步搭建增值服务体系。以“重庆
人保财险”微信公众号为纽带，加强公
司增值服务资源整合，增进客户关系。
2018年净增粉丝23.13万人，净增绑定
用户19.74万人。将传统服务渠道与
创新渠道相结合，打造多媒体、智能化
的多维服务体系。2019年引入在线智
能机器人，促进客户体验的改善。

创新推出“警保联动”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2018年4月，人保财险重庆市分
公司与重庆公安局交巡警总队共同推
出“警保联动”快处快赔新模式，警保
双方在“行车路上有人保”和道路交通

事故“快处快赔”举措的基础上，打破
政企服务壁垒，通过“联勤联网”首创
集“编组巡逻”、“在线定责”、“现场理
赔”、“指挥后台联动”为一体的新型勤
务模式，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为便捷、快
速、高效的交通事故快处快赔现场一
站式服务。截至2019年7月底，警保
联动项目共计处理事故18295笔，人
伤调解 2879 笔，涉案金额 15541 万
元。全辖建成“警保联动车驾管服务
站”68个，覆盖37个行政区县，共为市
民提供服务60117次。

“警保联动”是人保财险重庆市分
公司在其集团、总公司的总体部署下，
在银保监局和行协的大力支持下，与
重庆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联合开展的
快处快赔、车驾管服务、乡村地区劝导
站建设等系列工作的统称，是人保财
险重庆市分公司深化政企合作、树立
品牌形象、提升服务品质的重要抓
手。体现了公司作为国有企业履行社
会职责，承担社会责任，深度参与社会
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使命担当。

为进一步发挥保险的社会职能，
人保财险重庆市分公司将在重庆银保
监局的领导下，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
不断提高保险服务质量和水平，扎实
做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各项工作。
进一步筑牢“以客户为中心转型”的经
营理念，用足政策，发挥功能，秉承对
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保险事业负责
的精神，服务好全市重大战略、服务好
社会治理建设、服务好社会保障体系、
服务好助推脱贫攻坚。

在加快创新保险服务方面，公司
将根据消费者对保险服务的需求和期
待，加大产品创新力度，设计开发个性
化、定制化、多层次的产品服务。尤其
针对扶贫攻坚要求，根据贫困地区居
民、城市低收入人群、农民和小微企业
的风险需求特点和经济承受能力，开
发相应保险产品支持其获得必要及时
的基本保险产品和服务，使保险的风
险管理和保障民生作用得以切实发
挥，提升保险服务大局的能力。

人保财险重庆市分公司总经理 龙保勇

人保财险重庆市分公司

市民在“警保联动”巴南区车驾管社会服务站办理业务 摄/肖汶江 人保财险工作人员在金融宣传月向市民普及金融保险知识 摄/肖汶江

发挥保险主渠道作用 深度服务重庆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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