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2019年 10月23日 星期三

编辑 李薇帆 美编 何洪

“重庆市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
路’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推进大会
的成功举办，彰显了市委市政府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奋力打造对
外开放高地的坚定信心和决心，释放
了重庆全面加快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的强烈信号。”重庆海关党组书记、关
长山巍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称，
重庆海关将举全关之力参与其中。

山巍称，近年来，特别是机构改
革后新海关成立以来，重庆海关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
要讲话精神，提高站位、主动作为，积
极争取海关总署量身定做35项具体
举措支持重庆开放发展，同时注重内
部挖潜和自主创新，在支持内陆开放
高地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比如重庆海关在全国首创“四自一
简”“一保通用”等措施、率先开展“选择
性征收关税”“关铁通”等多项先行先
试政策，出台4批次76项支持自贸区
发展、16项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的创新
举措等等，积极探索监管服务新模式，
并力促中新关际合作取得实质进展，牵
头建立15地海关共同支持西部陆海新
通道建设合作机制，有力地推动重庆
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

接下来，重庆海关将进一步发挥
职能优势，重点抓好以下四项工作：

一是在全国海关通关一体化改革
和海关全面深化业务改革2020框架
下，持续深化改革，实现更高水平的科
学监管和高效服务。

二是支持和配合相关市级部门单位
对标国际先进经验，提高重庆口岸开放
水平，持续夯实开放发展的口岸基础。

三是围绕国务院支持自贸试验区
改革53项措施、促进综保区发展21
项举措，加快后续措施的研究推进，加
强自贸试验区海关制度创新，支持大
力发展“保税+”新业态，指导企业用
好用足“选择性征收关税”等政策，持
续释放开放红利。

四是积极争取海关总署的支持
指导，加快推动中新、中波关际合作
取得更大进展；落地落实西部陆海新
通道区域海关协作机制明确的18项
具体举措，形成优化协同高效工作机

制，持续擦亮中欧班列（重庆）和西部陆海新通道
的“金字招牌”。促进重庆更好地发挥三个作用，
将四大优势转化为强劲的发展优势，助力重庆提
升对外开放的新高度，打开对外开放的新空间，加
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重
庆
海
关

全
力
支
持
重
庆
内
陆
开
放
高
地
建
设

“本次大会，全面总结了全市的对
外开放工作取得的成绩，对全市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对外开放工作进行了
安排部署，为江津区做好对外开放工作
提供了基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江
津区委书记程志毅表示，江津区将深入
贯彻落实大会精神，抢抓机遇，真抓实
干，奋力开创全区开放发展新局面。

程志毅称，江津是国家新型工业化
示范基地，拥有江津综合保税区开放平
台政策优势、珞璜“水公铁”多式联运交
通优势和双福农贸城等专业市场优势，
在重庆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
要的作用，是重庆深度融入国家战略、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打造内陆开
放高地的重要平台。

目前，江津区正加快推动重庆江津
综合保税区这一国家级开放平台建设，
区内已累计签约项目68个，协议投资
581亿元。2018年进出口总额达72亿
元，预计今年1-9月完成进出口总额63
亿元。预计今年1-9月，全区进出口总
额实现115亿元。截至目前，全区共有
对外投资企业13家，累计对外投资总额
达2.5亿美元。

程志毅说：“下一步，江津区将全力推
动开放水平的整体提升，力争到2020年
初步建成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全
区进出口总额超过150亿元，努力在渝
川黔毗邻地区实现带头开放、带动开放。”

具体而言，江津区将从以下四方面
着手：

一是着力“铺路子”，拓展开放通
道。江津区将借力西部陆海新通道、中
欧班列（重庆）等大通道，持续深化东
向，坚持开拓南向，不断延伸西向、北
向。同时，加快轨道交通5号线跳蹬至
江津段等融城通道建设，全方位融入主
城区都市圈。

二是着力“搭台子”，做优开放平
台。江津区会继续抓好综保区建设，着
力引进优质项目、推进产业集聚发展，
把江津综保区打造成全市开放型经济
发展的新增长极。

三是着力“强底子”，筑牢开放基
础。江津区将提升招商引资水平，聚焦

“高质量、供给侧、智能化”，力争2020
年引进市外境内资金（产业类）同比增

长20%以上、突破500亿元。
四是着力“扩圈子”，深化开放合作。江津区会

认真落实川渝战略合作协议，当好川渝合作的排头
兵；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新加坡
的交流和合作，推动江津更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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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
路’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推进大会，
为我市加快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也为重庆对外经贸集团下一步转型发
展指明了方向。”重庆对外经贸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喻杨接受重庆日报记
者采访时说。

作为全市扩大开放的综合性平
台,对外经贸集团突出大企业要有大
担当,力争为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多作
贡献。

去年，重庆对外经贸集团实现进
出口额40亿美元，位列中国外贸500
强第83位、全球最大国际工程承包商
250强第196位。

今年以来,重庆对外经贸集团在
南亚地区工程市场突破明显,新开辟
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别市场。在东
非地区形成规模效应,位列乌干达工
程市场中资承包商第1名。

目前，重庆对外经贸集团已在14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17个分支机构,形
成以香港为基点、联通亚非欧的渠道
优势,与65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密切
的经贸往来。“渝贸通”外贸综合服务
平台上线企业2609家,推动梁平柚
子、石柱莼菜等区县特色产品成规模
走出国门。推动渝欧跨境电商获得
45个世界品牌在中国大陆的总代理,
在全国 29 个省份布局线下体验店
1500余家。

喻杨称，下一步，重庆对外经贸集
团将以“一带一路”为重点加快开拓海
外市场，围绕“布局、深耕、升级”六个
字做好文章,推动国际贸易、国际工程
和跨境投融资转型发展,全面提升与
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水平。

同时，优化升级“渝港新跨境融通
平台”，与境外机构共同引进外资10
亿美元,促进境外低成本资金持续导
流重庆,跟投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为
全市境外招商引资服好务，并依托境
外结算优势,打造离岸贸易服务商。

此外，重庆对外经贸集团将搭建
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服务智能平台,
聚集研发、生产、贸易、物流、金融等领
域的市场主体,开展进出口商品国际
采购分拨,打造跨界融合、平台共享、

共融共生的国际贸易生态圈。
喻杨表示，重庆对外经贸集团还将进一步做强

做大“渝贸通”外贸综合服务平台，面向全市提供优
质服务,努力让更多农特副和“重庆造”产品走向世
界,让更多国际名品走进山城的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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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新区是国家级开放新区，在重庆
对外开放、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过程中，具
有重要的作用。两江新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志杰表示，两江新区
将贯彻本次大会精神，做到“新区要有新作
为，大区要有大担当”，努力成为全市扩大
开放排头兵、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先行
示范区。

王志杰表示，两江新区开放型经济
情况良好，1-9月直管区外贸进出口总
额达1131.3亿元，同比增长1.5%，占全
市4138亿元的比重为27.3%。1-9月直
管区实际利用外资20亿美元，同比增长
40.5%，占全市的比重为30%左右。利
用外资今年以来一直保持在全市各区县
和开发区中名列第一。

下一步，两江新区将按照全市开放
大会部署要求，从五个方面发力，在重庆
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中打头阵、
作先锋，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和重
庆发挥“三个作用”的先行示范区。

一是在联结多样化的开放通道方面
见行动见效果。两江新区将打造融入共
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开放
通道和多式联运体系。同时，加快建设出
海出境大通道，强力构建果园港国际多式
联运枢纽支撑，建设长江上游多式联运综
合交通枢纽和物流贸易集散中心。

二是在健全专业化的开放平台方面
见行动见效果。两江新区将持续推进各
类开放平台的能级提升和功能深化，打
造两江新区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长江
经济带发展的核心载体。

三是在构建便捷化的开放口岸方面
见行动见效果。加快水运口岸、果园B
保、综合枢纽建设。加快推进寸滩口岸
功能平移至果园港，充分发挥果园保税
物流功能。

四是在培育特色化的开放主体方面
见行动见效果。新区将推动以现代金融、
现代物流、总部经济为主的服务贸易，以智
能终端、高端装备等为主的加工贸易，以飞
机租赁、维修拆解、保税航材等为主的新兴
业态提质上量。新区还要推进礼嘉智慧公
园、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和两江协同创新
区建设，加快高端高质高新产业集聚发
展，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五是在营造国际化的开放环境方面
见行动见效果。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持续推进行政审批改革，健全社会监督制度，建
设自贸社区服务中心，打造“诉、调、仲”一站式纠纷解
决平台，构建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服务体系，让
各类市场主体安心投资、顺心兴业、舒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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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全市开放“一盘棋”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本报记者 曾立 杨骏 实习生 何春阳

深入学习贯彻《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今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
育强国建设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为新时代的体育强国建设勾画了美好
的蓝图。

《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实现体育强
国目标，需要扩大体育消费，丰富节假
日体育赛事供给，进而激发大众对体育
的消费需求。

要达成这一目标，自然离不开大型
体育综合体的助推。而在重庆，华熙
LIVE·鱼洞毫无疑问名列前茅。为何
华熙会选择落户重庆？《纲要》的提出，
对它未来的规划和发展有何影响？日
前，华熙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靳飞接受了访问。

“《纲要》的提出，对于我们民营企
业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坚定了我
们做大做强体育产业的决心。”靳飞表
示，方案提到的扩大体育消费，丰富节
假日体育赛事供给，进而激发大众对体
育的消费需求，正是华熙人所努力的方
向。

靳飞分析道，继华熙打造北京五

棵松之后的又一大动作——华熙
LIVE鱼洞自落户重庆起，坚持以汇聚
文化娱乐、文化体育、文化艺术、文化
教育和文化生活五种业态于一体。以
丰富的活动内容与多维度商业平台为
基点，提供各类文体创意内容和创新
文娱活动为目标。“自我们落户重庆以
来，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重庆市民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高水平体育赛事。”
目前华熙文体中心已经先后举办了包
括中国冰壶公开赛、DOTA2 重庆
Major世界电竞赛在内的多项大型赛
事活动。而随着中国杯花滑大奖赛等
比赛的相继举行，这里将有望成为世
界大赛落户重庆的首选承办地，进而
通过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城市核心竞
争力，在国际上打响重庆文化体育产
业的招牌。

“《纲要》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
发展体育和以强体促强国两个鲜明特
点。”靳飞说，而要达到以强体促强国，
都离不开“三大球”等高水平运动队的
助推。

为此，今年5月，华熙国际投资集
团在华熙LIVE·鱼洞召开新闻发布
会，宣布全资收购重庆篮球队，并命名
为“重庆华熙国际篮球队”。“收购重庆
篮球队，是我们对《纲要》中所提出的，
实现职业体育与专业体育、‘三大球’与
基础大项等实现均衡发展的一种践
行。”靳飞讲述到。

在今年的NBL联赛中，重庆华熙
国际篮球队凭借出色的发挥，成功晋级
季后赛。特别是在主场华熙LIVE·鱼
洞Hi-Park篮球公园，重庆华熙国际
篮球队更是发挥出色，一度取得六连胜
的佳绩。男篮队员们给力的表现吸引
了大量重庆市民前来观赛助阵，根据
NBL 的官方统计，华熙 LIVE·鱼洞

Hi-Park篮球公园的上座率一直位列
联赛前三。

“重庆华熙国际篮球俱乐部落户华
熙LIVE·鱼洞 Hi-Park篮球公园，不
仅满足广大市民观看高水平篮球比赛
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让重庆篮球产业得
到快速发展。”靳飞说，在整个NBL常
规赛期间，Hi-Park篮球公园的室外
篮球场可谓“一位难求”，看重庆华熙国
际篮球队的比赛、打一场篮球也成为重
庆市民的一种新时尚。

“我们对重庆职业体育的投入还不
止于此。”靳飞透露，未来华熙国际投资
集团将加大对重庆华熙国际篮球俱乐
部的投资力度，力争早日让该队能升入
CBA联赛序列，进而让重庆市民能再
度在家门口感受中国顶级篮球联赛的
风采。

“除了引进高水平赛事，打造高
水平职业篮球队，我们还会努力落实
《纲要》中所提出的推进冰雪运动‘南
展西扩东进’战略，积极践行‘三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靳飞谈到，

今年1月，华熙LIVE·鱼洞室外HI-
ICE冰乐园正式投入使用，在短短的
几个月时间里，就吸引了大量市民前
来体验。

“HI-ICE室外冰乐园的投用只是
我们大力打造冰雪场地的一个缩影。”
靳飞接着表示，未来室外HI-ICE冰乐
园将转移到刚刚落成的足球场上，进而
在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其中的同时，积极
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进社区，普及冬
奥知识和冰雪运动。

靳飞说，华熙LIVE·鱼洞将与各
级政府共同努力，预计未来每年可承接
约100场体育赛事和文艺演出，也就是
说，平均每周约有2场大型赛事或演出
在这里举行，从而形成“天天有耍事，周
周有赛事”的态势，致力于把华熙
LIVE·鱼洞打造成为西南地区年轻人
的活力聚集地，为重庆创建体育强市贡
献自己的力量。

刘邦云 万波娅
图片由华熙LIVE·鱼洞提供

携手地方 为创建体育强市贡献力量
访华熙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靳飞

重庆华熙文化体育中心去年重庆华熙文化体育中心去年99月投用月投用

10月22日，重庆市全面融入共建“一带
一路”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推进大会召
开，提出要培育内陆开放新优势，在西部地
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为加快形成陆海内
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开放格局作出新贡
献。如何立足内陆特点，发挥比较优势，走
出一条体现内陆特点的开放发展新路子？
重庆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区县、部门。

核心
提示

满载125台整车
的专列从重庆沙坪
坝区团结村中心站
驶出，标志着西部陆
海新通道整车出口
常 态 化 班 列 的 开
启。(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罗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