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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物流枢纽是支撑
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
要条件，在9月28日举
行的重庆市市长国际
经济顾问团会议第十
四届年会圆桌会议上，
顾问团嘉宾围绕“构建
大枢纽”这一专题，就
完善物流与产业联动，
提升国际贸易水平，提
升聚集辐射能力等问
题展开讨论，为重庆构
建内陆国际物流枢纽
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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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设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前景广阔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记者 杨骏 黄光红 实习生 孙天然

重庆条件良好，发展内陆国际物
流枢纽未来可期。

综合分析重庆的地理位置与
国家政策目标、经济产业结构、竞
争与营商环境以及全球所面临的

新挑战，怡和控股集团认为受益于
多个重大国家战略，重庆拥有天时
地利。重庆作为中西部唯一直辖
市，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
的联结点上，是推进新时代西部大
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也是国家重
要中心城市、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
心、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和内陆
开放高地。

近年来，重庆实现了经济的大发
展，经济结构逐渐多元化，与全球的
互联互通逐渐加强，外商投资呈现出
非常大的增长空间。下一步，重庆应
继续发展多元化经济，不断推出利于
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使重庆能在
竞争和挑战中引领趋势，保持优势。
同时，重庆要寻求新机遇，加强与邻
近省市以及国外合作，应对全球化的
趋势。

怡和控股集团副行政总裁彭耀佳：

重庆发展内陆国际物流枢纽未来可期

数字化为全球贸易发展注入了
新动能、开辟了新空间，重庆应构建
自己的数字化贸易生态系统。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
全球产业结构、组织生产方式和产品内

容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种趋势推
动下，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贸易形式，
即数字贸易。数字化为全球贸易发展
注入了新动能、开辟了新空间，不仅显
著降低了贸易成本，还将提升全球贸易
尤其是服务贸易增长，帮助发展中国家
获取更大的全球贸易份额。

重庆应构建数字化贸易生态系
统，提高智能仓储生产效率，政府要
与银行和技术公司合作，支持数字化
平台的建设，依托平台实现物流企业
和制造商的合作，并让银行为中小企
业提供供应链融资。

数字化平台将云技术、数据分
析、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分布式分类
账技术等集成在一起，构建起网络贸
易平台，相关企业可以获得与贸易相
关的增值物流服务，如货运预订、融
资、通关服务等。

澳新银行国际业务总裁范尔翰：

重庆应构建数字化贸易生态系统

重庆可通过物流和产业联动，来提
高国际贸易水平。

重庆虽位于西部内陆地区，但处
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
点上，这使重庆具有极高的增长潜

力。重庆要打造内陆国际物流枢
纽，就要促进物流与周边各行业的
充分合作，提高物流效率，进一步促
进国际贸易发展。

如何实现更快、更低价、更高效的
物流，是重庆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关
键因素。这方面，政府不妨多鼓励物
流和产业联动合作。五十铃是一家商
用车制造企业，在这项合作方面有成
功的经验。如五十铃与客户一同创新
推出25米长的汽车列车，这种汽车列
车不但提升了物流效率，还解决了日
本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目前在日本已
得到推广。

因此，建议重庆积极搭建物流和
产业联动发展的平台，促进企业之间
相互了解对方的需求，建立合作互信
关系，以此来不断提升物流业的整体
水平。

五十铃汽车公司高级顾问细井行：

通过物流和产业联动提高国际贸易水平

ABB将帮助重庆打造世界一流
的，电气化、智能化和可持续发展的
物流枢纽。

重庆的区位优势突出，综合交通

体系日益完善并且产业基础良好，这
些优势有助于重庆实现内陆国际物
流枢纽、口岸高地及内陆开放高地的
目标，继而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扩
大对外开放。

推动智能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
用将为重庆发展提供支持，有力应对
重庆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挑战，
如电子商务带来的物流激增、港口对
自动化及可持续发展需求的提高等。

一直以来，重庆都是ABB在华
重要的研发与制造基地，未来ABB
将就智慧物流、港口自动化、岸电解
决方案、海关管理流程和可持续交通
等领域，与重庆分享更多的数字化技
术解决方案及国际最佳实践与经验，
帮助重庆建设世界级的电气化、智能
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物流枢纽。

ABB集团执行委员会成员方秦：

帮助重庆打造世界一流物流枢纽

智能化为发展带来新机遇，重庆具
备借力5G商用发展智能物流的优势。

高通公司很荣幸能够参与到重
庆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建设中。从区

位优势来说，重庆处在“一带一路”和
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从产业优势
来说，重庆汽车制造业和电子产业发
达，适合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重庆可率先从物流行业着手开
展5G应用示范，比如建立5G智能
物流示范园区。另一方面，推动重庆
本地汽车与物流龙头企业联合开展
智能物流应用示范项目。

重庆建设内陆国际物流枢纽，人
才是关键。对于智慧物流方面的中
高端人才，政府需要加大培养和吸引
力度，同时可以与龙头企业和知名高
校合作，定向培养人才。

与此同时，打造基于物流行业的
城市物流经济指数也十分重要，这将
有利于提升重庆作为内陆地区物流
枢纽的地位。

美国高通公司中国区董事长孟樸：

重庆具备借力5G商用发展智能物流的优势

川崎机器人将在物流自动化领域
大展身手，为重庆打造内陆国际物流枢
纽做出贡献。

以机器人为主的物流智能化解决

方案可以推进重庆物流升级，同时解决
未来可能出现的用工问题。在卸货、检
查、入库、分拣、移动、装货等物流流程
方面，川崎重工有各种各样的自动化解
决方案。

比如川崎双臂机器人和人一起作
业。双臂机器人能对不同产品进行分
拣，实现高度自动化。如果遇到柔软形
状不定的物品，机器人难以确定分拣方
法的时候，双臂机器人会自动告知操作
人员，操作人员可以通过远程操作，来
指导机器人分拣。值得一提的是，通过
操作员的一次干预，双臂机器人就能学
到正确方法，下次对相同物品就能实现
自动分拣。

川崎重工将以川崎重庆机器人工
程有限公司为起点，参与重庆“智造重
镇”建设。

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金花芳则：

川崎机器人将在物流自动化领域大展身手

重庆的3+12+N物流园布局具
有非常强劲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了
经济的发展。重庆制造业基础雄厚，
工业体系完善，发展速度较快，为制
造业+物流协同发展创造了机遇。
因此，重庆成为内陆国际物流枢纽万

事俱备，指日可待。
如何将重庆打造为内陆国际物流

枢纽？建议加快发展内陆国际物流分
拨中心，扩大以重庆为起点的国际运输
通道运量，与欧盟、东盟、中国华南和西
南地区综合施策，统筹货物进出口种
类。此外，还需改善分拨中心基础设
施，加强互联互通，搭建信息分享平台。

要丰富跨区域合作模式和建设
多式联运体系。加快建设物流信息
共享平台，搭建产品展示交易和结算
中心。加快基础设施发展，改善商业
模式推动智慧物流。促进制造业与
物流企业合作，增强跨境协作。

惠普对重庆更美好的未来充满
了信心，正在加大资源投入，希望重
庆能够成功打造内陆国际物流枢
纽。在这个过程当中惠普将会持续
与重庆携手，进一步助力重庆提升城
市竞争力、开放度和发展水平。

惠普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黄天聪：

重庆成为内陆国际物流枢纽万事俱备

重庆的物流产业集成和融合了运
输、仓储、加工、包装等复杂的产业形
态，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下一步重庆
需以“物流大脑”为重点，构建新型人工
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发展人工智能+物流，重庆将有机会

构建以“物流大脑”为重点的新型人工智
能开放创新平台。“物流大脑”对重庆优
化运输结构，助力物流企业升级，提升多
式联运水平，提高信息化和标准化程度，
连接互联互通企业物流信息孤岛，更好
实现供需匹配等都将发挥巨大作用。

重庆如何建设内陆国际物流枢纽、
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我提出三点建
议：一是全面拥抱智能云和智能边缘，
重点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加强人工智能
的技术研发、公共数据中心和云平台等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二是营造良好的产
业形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
用，构建规模化、智能化、专业化的物流
企业体系；三是助力重庆引入高端技术
人才，加强人工智能人才培养。

未来微软希望进一步加强与重庆
各级政府及各行业的合作，进一步加速
布局智能云智能边缘技术，助力重庆全
面高质量的发展。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王永东：

以“物流大脑”为重点构建新型平台

近年来，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
展，商业机器人将迎来技术大变革。

机器人技术将促进保存、装
卸、包装、流通加工、信息管理等物
流环节的高效化、自动化。发那科
机器人已在物流领域具体应用。

通过众多的软件和传感器的使用，
发那科机器人在装卸、搬运和包装
的物流流程方面，基本可以实现无
人化工作。在物流检查方面，可以
通过AI技术实现产品是否合格的
检验。在物流拾取方面，通过不断
深度学习的机器人，可以对混合在
一起的不同零部件进行分拣拾取，
效率将高于一般工人。

人机协作也十分重要。现在
已经出现了与人进行合作的协同
作业机器人，而且为数众多。今后
在工业机器人领域中，大约会有一
半数量，都是需要与人合作的协作
机器人。

随着发那科机器人重庆技术
中心在两江新区投用，发那科将把
最新的技术提供给重庆，促进重庆
产业发展，进而助力重庆打造内陆
国际物流枢纽。

发那科株式会社会长兼首席执行官稻叶善治：

与物联网结合的商业机器人在物流领域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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