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
智
奎

◀
王
志
杰

◀
王
济
光

◀
郑
向
东

◀
李
敬

◀
曾
菁
华

3
2020年 1月 14日 星期二

责编 陈维灯 编辑 王晓军

美编 乔宇

2019年，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20周年，党中央作出推进新
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拉开了西部地区新
一轮开发开放的序幕。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指出，重庆要更加
注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努力在推进新时代西部

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
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重庆如何更好地发挥“三个作用”？1月13日，市五届人大三
次会议、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联合举行专题记者会，邀请市有关
部门负责人和出席两会的代表委员介绍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核心提示

两会聚焦

□本报记者 白麟

随着重庆这个“一带一路”上的重要支点
加快融入全球市场，中国的重庆正变成“世界
的重庆”。1月13日，重庆两会举行“在推进共
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专题记者会，
市商务委主任张智奎，市人大代表、两江新区
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志杰，市
政协委员、市政协副秘书长王济光共同解读重
庆如何带头开放、带动开放，建设“近者悦、远
者来”的美好城市。

东盟成重庆第一大外贸市场

张智奎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6年以
来，已从气势磅礴的“大写意”转向精谨细腻的

“工笔画”，在开放通道拓展、开放平台提升、开
放型经济发展、开放环境优化、交流合作深化
等方面，正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走深走实。

目前，重庆统筹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铁公
水空四种方式，聚力大通道、大枢纽、大口岸建
设，推动与“一带一路”陆上、海上、空中、网上
互联互通，加快构建立体化网络新格局。

中欧班列（重庆）累计开行突破4500班，
渝满俄班列开行累计突破1200班，西部陆海
新通道线路延伸至全球88个国家、213个港
口，江北国际机场累计开通国际及地区航线95
条，开通中新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当

“一带一路”倡议响彻世界，重庆正顺势而为，
不断加速开放的步伐。

据了解，2019年，我市实现外贸进出口增
长10%左右，实际利用外资保持100亿美元以
上，外商直接投资23亿美元左右，居中西部前
列。同时，重庆与“一带一路”沿线经贸合作不
断扩大，2019年对“一带一路”沿线进出口增
速超过30%，东盟成为重庆第一大外贸市场。

2019年重庆市属国企利用外资项目共8
个，实际利用外资 5.34 亿美元，同比增加
360.34%。

近年来，重庆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充

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全面融入共建“一
带一路”，积极参与打造服务全市内陆开放高
地建设。

在市国资委直接支持下，庆铃集团成功引
进日本五十铃新型皮卡车，并首次向菲律宾销
售商用汽车500台，总额约3000万美元；重庆
机电集团深化与美国康明斯公司新能源动力
合作；重庆机场集团、重庆旅游集团、重庆交运
集团、市水务资产公司积极与新加坡、香港开
展项目合作，推动“走出去”拓展国际市场。

2019年，市属国企新签境外工程项目14
个，合同金额1.31亿美元，涉及斯里兰卡、马来
西亚、乌干达、尼泊尔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共有境外在建工程项目50个，合同金额14.88
亿美元，涉及老挝、印度、巴基斯坦、利比里亚
等国。

通过深化国际国内宽领域、多层次的交流
合作，重庆共建“一带一路”的“朋友圈”越来越
大。中新金融峰会、“一带一路”陆海联动发展
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地方领导人会晤等国际性
论坛和重大会议成功举办。2019年新增白俄
罗斯、乌拉圭两个国家来渝设立领事馆，驻渝
总领事馆数量达12个，全市国际友好城市达

48个，友好交流城市达到104个。“走出去”和
“引进来”在重庆相互激荡，迸发了更多合作的
火花。

让大通道“畅起来、活起来、亮起来”

张智奎介绍，我市现已形成“战略平台+园
区平台+功能平台+活动平台”的开放平台体
系。开放平台贡献了全市外贸进出口的七成，
吸收了全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八成，是全市产业
发展、经济增长的主战场，成为共建“一带一
路”的重要窗口。

其中，中新互联互通项目逐渐成为共建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名片，自贸试验区在陆
上贸易规则、物流金融、多式联运体系建设等
方面取得突破。而两江新区实际利用外资和
外贸进出口均占全市的30%以上，成为内陆开
放的重要门户。

王志杰表示，两江新区无比清晰地认识
到，只有依托大通道，才有大物流、大贸易，因
此必须让大通道“畅起来、活起来、亮起来”。

两江新区努力将果园港打造成为一个国
际多式联运的枢纽基地，并把果园港建设成为

和新加坡港相互协同的双枢纽港。目前首批
运贸一体化模式运输的哈萨克斯坦进口粮食
班列已经抵达果园港，并积极发运中亚班列。

目前，国务院已正式批复果园港口岸开
放；两路寸滩保税港整体的水平已跻身全国保
税港区的前三强，并通过“保税+智能制造、服
务贸易、跨境电商、航空产业”等方式实现多项
业务突破；江北嘴的国际金融中心路演功能、
贸易功能、金融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悦来国际
会展去年举办国际性会展24个，吸引了“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广泛参与。

重庆要全力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补短板

开放的空间决定着发展的空间，开放的水
平决定着发展的水平，开放的程度决定着发展
的质量。接下来，重庆该如何在新的起点上推
进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王济光指出，去年8月份国家出台《西部陆
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这是包括重庆在内的广
大西部地区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重
点。但由于该规划涉及到的沿线国内地区比
较多，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向型产业体系

发育状况不同，各地对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省际
利益诉求也不同，所以在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
建设过程中，呈现出交通运输瓶颈明显、物流
成本偏高、竞争能力不强等问题，有效产业支
撑不够，通关便利化水平也有待提升。

王济光认为，重庆以及各地下一步的工作重
点和难点在于如何完善省际协作机制，拓展区域
性国际合作机制。例如，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国
际合作单向依托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仅仅停留在
重庆与新加坡两个枢纽“点”，缺乏整合中国西部
地区和东盟地区之间的合作机制，以及区域性国
际合作顶层设计。此外，铁海联运中的铁路、海
运两种运输方式衔接也有待加强。

王济光建议，重庆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
倡导者和推进工作的谋划者，要推动国家从顶
层设计上强化《规划》的实施，并推动完善国内
省际间跨区域协作机制，参与国家与通道沿线
国家的多双边磋商，努力争取形成更多创新合
作开放平台。

同时，重庆还应完善运营西部陆海新通道
的组织模式，提高协调联动机制的区域协同性
和通道服务方式的务实有效性；加强口岸、海
关、检验检疫等方面的区域合作，提高通道通
关效率；联手打造跨区域综合运营平台，并争
取尽快启动建设有关省际骨干铁路，探索创新
海铁联运“一票制”服务新模式，推进多式联运

“一口价”改革。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罗斌摄）

“更好发挥重庆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带动作用”专题记者会

深化合作 扩大共建“一带一路”“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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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中发挥示范作用”专题记者会

强化“上游意识”
担起“上游责任”
绘就最美底色

□本报记者 杨永芹

1月13日，“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
发挥支撑作用”专题记者会上，市五届人大三
次会议列席人员、市发改委主任郑向东，市人
大代表、潼南区委书记曾菁华，市政协委员、重
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敬，共同解读重庆
如何对标对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要求，努力把区位、生态、产业、体制优势转化
为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中发
挥支撑作用的强大动能。

积极探索
重庆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

郑向东称，从城市功能、基础设施、产业创
新、改革开放和绿色发展五个方面看，重庆的
支撑作用主要表现在：国家中心城市支撑作用
明显增强，交通基础设施支撑作用显著强化，
产业支撑作用持续提升，改革开放支撑作用不
断彰显，绿色发展支撑作用逐步加强。

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是重
庆对于西部、对于国家的使命。

李敬表示，对照中央对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的新要求，目前重庆发挥支撑作用有三方面较
好的条件。

经济支撑：2018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达
到20363.19亿元，占西部地区的11.05%，在西
部地区处于第三位；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
在全国处在第十一位。

开放支撑：重庆努力在西部地区带头开
放、带动开放。重庆开通了全国第一条中欧班
列，推动了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在西部大开
发第二个十年中，重庆进出口总值增长5.36
倍。

生态优势：重庆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积极
作为，在最近公布的全国生态文明指数评价
中，重庆排在全国第三。

当好“顶梁柱”
着力推进“大开放”和“大保护”

李敬认为，与上一轮西部大开发相比，中
央对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有新的战略定位，这就
是：实施大保护、推进大开放和着力高质量。

发挥好支撑作用，这就要求重庆当好“顶
梁柱”。即重庆与其他西部地区的关系，要从
独自发展到带动发展开放。重庆在坚定不移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要着力推进“大开放”
和“大保护”。

大开放才能让全球要素资源不断向重庆
汇聚。为此，重庆要抓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机遇，成渝两地在开放通道、开放口岸建

设、开放市场和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营中心
方面进行合作。

“激发合力，让大通道更好用，才能为西部
地区装上新的增长引擎。”李敬表示，这需两地
整合政府支持模式、统一支持政策，发挥出统
筹大市场和大通道功能。

实施“大保护”方面，重庆要加大力度，只
有建好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在绿色发展上才
更有作为。重庆要建立绿色核算制度，建立绿
色GDP核算体系，生态治理成本和环境退化
成本核算体系，绿色审计制度和绿色核算的生
态补偿制度等。

多措并举
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

“建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对重庆在推
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支撑作用”的发挥意

义重大。
重庆如何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
郑向东表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
大战略部署，有利于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增长极，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充分体
现了对优化区域经济布局的高度重视，对新时
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大力支持，对重庆
发展的亲切关怀，是赋予重庆的重大责任和重
要使命，是重庆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
机遇。

曾菁华表示，目前潼南已建成渝遂快速铁
路、渝遂高速公路和潼荣高速公路，正在推进
建设合潼安高速公路，规划建设渝遂扩能高速
公路、兰渝高铁、市郊铁路、涪江黄金水道、通
用航空机场。

“要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
用，除了要加强交通建设外，潼南将抓好优势

产业、特色产业的发展，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形
成核心竞争能力。”曾菁华表示。

目前，潼南的蔬菜、柠檬、油菜、小龙虾、花
椒“五朵金花”叫响全国，将在成渝地区现代农
业发展中有突出优势。

未来，潼南将加快发展天然气综合利用及
精细化工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发展中发挥自己独特作用。

李敬认为，从“成渝经济区”到“成渝城市
群”，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体现了3个

“更加”的变化：
更加明确了成渝两地在西部地区和全国

区域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两地发展不
只是“一域”的事情，而是事关“全局”的大事。

更加明确了两地发展定位，明确了在西部
地区形成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目标。

更加明确地凸现了重庆和成都的中心城
市带动作用，释放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动力
源。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意义重
大。”郑向东表示，今年市发改委主要在五方
面发力，即推进成渝地区统筹发展；加强顶层
设计和统筹协调；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构
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等；推动“一区两群”
协调发展；深化区域合作，加快推进“1+12”

“2+16”合作协议落地。
李敬认为，可从三个视角来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
增长极视角，突破经济规模、产业和制度

支撑等关键性瓶颈；比较优势视角，双方要避
免区域无序竞争，打造特色通道经济和一批区
域特色化中心城市，承认发展的差异性，保障
各地区发展的多样性，实现区域的特色发展；
开放视角，融入国家战略，抱团打造内陆开放
战略高地。

“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专题记者会

重庆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