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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骏

4月1日，重庆自贸试验区迎来“3周岁”生日。
去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重庆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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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继续推动自由贸易试
验区先行先试，开展首创性、差异化的改革探索。这
为重庆自贸试验区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

重庆自贸试验区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一项项
创新政策、一个个开放平台、一条条外向通道在这里
落地开花，成为重庆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重庆将始终把自贸试验区作为全市改革发展排
头兵、开放发展制高点、创新发展先行者。”中国（重庆）
自由贸易试验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智奎表示。

改革发展排头兵 开放发展制高点 创新发展先行者
重庆自贸试验区“3周岁”再出发

2019年12月11日，重庆渝中区一家酒
店会议厅内，130名嘉宾齐聚一堂。

他们中，既有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国际商会等国际组织代表，也有商务部、最高
人民法院等国家部委代表，还有重庆、四川、
湖北等地方部门代表。

这是一场关于“铁路提单”的高级别研讨
会，与会各方在会上就“铁路提单”的法律框
架和使用前景，建言献策。

“铁路提单”，简单而言，是希望铁路运输
也能跟海运一样，其相应单据可作物权凭证，
能够进行融资押汇，具有金融属性。此举，也
是重庆积极探索“陆上贸易规则”的重要实
践。

探索的步伐，要追溯到2017年12月22
日。当时，在重庆自贸试验区内，国际物流枢
纽园便借力中欧班列（渝新欧），开出了全球
首份“铁路提单国际信用证”，用于运输平行
进口车。

“重庆做了很多工作才实现突破，比如协
调在国外设置了分支机构的中资银行，为发
货方提供资金保障；联系运输企业，确保货物
安全性，保障收货方的利益等。”国际物流枢
纽园总经理谷永红说。

随后，重庆持续探索，逐步实现批量化、

常态化使用，并将西部陆海新通道纳入“铁路
提单”的试点范围，让其也能运用在多式联运
中。

据统计，截至目前，重庆已累计签发“铁
路提单”超过40份，产品种类也增加了机电
产品、木材、奶粉等。

重庆的探索，得到国家相关部委的充分
认可。

2019年9月，商务部召开自贸试验区专
题会议，会上通报了全国自贸试验区第三批
最佳实践案例31个，铁路提单信用证融资结
算入选最佳案例之一。

会上，商务部外资司相关负责人表示，重
庆自贸试验区结合中欧班列业务发展需要，
创新实施国际铁路提单信用证融资和结算，
着力破解陆路贸易融资难题。

此外，重庆自贸试验区的知识价值信用
融资新模式、市场综合监管大数据平台也入
选最佳案例。

事实上，三年以来，重庆自贸试验区累
计探索形成创新成果240余项，向国务院部
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上报50余项，其中56项
在全市范围推广，内陆物流大通道开拓、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四自一简”等案例，则已推
广向全国。

在报关大厅，企业员工把一叠厚厚的单
据、材料、证件递给工作人员，再耐心等待近
50分钟，确保报关成功后，才能离开。

这是以前企业报关的场景。在当时，报
关也是一件麻烦事，一个流程下来，企业需要
填报关单、报检单，申报的项目超200项，提
供监管证件达100多项，填写单据近80项。

重庆“单一窗口”上线后，这一情况有了
明显变化。

“很多材料可以通过附件，在网上递交。
很多时候，企业不用再到现场，只需要在电脑
前便能完成报关。”市口岸物流办工作人员
称。

同时，“单一窗口”通过整合申报改革，申
报项精简一半，单据合并整合为10项，监管
证件简化为64项，报关时间缩短至10秒。

截至2019年 12月中旬，重庆“单一窗
口”累计业务量超过1700万票，位居中西部
第一。

“单一窗口”的突破，正是重庆自贸试验
区落实国家部署，积极完成改革试点的体现。

张智奎介绍，3年来，重庆自贸试验区通
过制定实施方案、建立任务台账、出台配套政
策等手段，确保国家部署的改革试点任务落
地生根、产生实效。

截至目前，重庆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确
定的151项改革试点任务已落实148项，落
实率达98%；国发〔2018〕38号文件适用于重
庆的41项深化改革创新措施已落实36项，
落实率达87%；国家复制推广的223项改革
试点经验和典型案例中适用重庆的206项，
已复制推广193项，复制推广率为94%。

这些改革试点任务，也逐步发挥叠加优
势，吸引众多外资企业、国际资本、新兴业态、
优秀人才在此集聚，助力重庆内陆开放高地
建设，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

截至目前，重庆自贸试验区新增注册企
业（含分支机构）36385 户，注册资本总额
4658.94亿元人民币，占全市比重近三成，引
进项目2670个，涉及金额8693.52亿元。

一大批重点项目，如德国博世工业4.0
创新中心、韩国SK海力士二期项目、万国数
据重庆数据中心等也相继落地。同时，保税
租赁、外资医院等新业态，也开始在重庆自贸
试验区内萌生，为重庆经济提供了新动能。

“去年，重庆自贸试验区创造了全市约
70%的进出口贸易总额，集聚了全市约25%
的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张智奎说，在自贸试
验区带动下，重庆开放型经济实现了持续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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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上午，沙坪坝区国际物流枢纽园内，重
庆国际邮件互换局铁路口岸中心的工作人员很忙
碌。当天，他们正开展一项新的“重要任务”——

4个国际邮件集装箱，工作人员要逐一打开并检
查，确保所有转关手续无误后，再将其重新装箱，并搭
乘中欧班列（渝新欧）发往欧洲。

这些邮件来自全国各地，原本是要通过北京互换
局空运至欧洲，但受疫情影响，国际航线减少，原运输
计划也被打乱。

为确保邮件能够顺利抵达收件人手中，中国邮政
与重庆方面沟通，决定通过中欧班列（渝新欧）进行紧
急疏运。

为何中国邮政会选择重庆，选择中欧班列（渝新
欧）？

事实上，重庆是海关总署批准，最早成为可通过
货运列车进行国际运邮的试点城市，中欧班列（渝新
欧）便是主要载体。

2018年11月，中欧班列（渝新欧）在全国率先完
成了铁路运邮的双向测试。

去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
验区深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其中明确指出，
赋予重庆铁路运邮的权限。至此，铁路运邮，成为重
庆自贸试验区的一项“优势”。

“不止是铁路运邮，我们前后上报60余项政策诉
求和赋权建议。”张智奎介绍，重庆自贸试
验区挂牌以来，一直用好改革自主
权，围绕制度障碍和市场需求，积极
开展先行先试。

在国家部委的大力支持下，重庆
自贸试验区也获得了全国第四个首
次进口药品和生物制品口岸、平行汽
车进口、过境144小时免签证、启运
港退税等试点。

这些先行先试的政策，进一步优化了重庆的营
商环境。

比如，依托重庆自贸试验区20余项跨境结算和
投融资创新业务试点，能够为区内企业节省人力和
资金成本超70%，实现跨境交易结算和投融资汇率
风险、汇兑成本“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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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签约”145亿元 预计实现年产值超过260亿元

巴南 立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扩大招商“朋友圈”
3月31日，巴南区举行2020年招

商引资重点项目集中“云签约”活动，
签约项目22个、总投资145亿元，预计
实现年产值超过260亿元，为持续推
动巴南高质量发展、如期实现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任务增添了重要动力。

这次“云签约”，是巴南抓住用好
“国家恢复经济发展的政策机遇、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机遇、
产业转型升级的时代机遇、疫情催生
的市场机遇”的具体行动和生动实
践。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带来投资热潮

据了解，近来年，巴南区先后引
进了攀钢集团、朗基尚善科技集团、
新绿色药业、金桥物流、西联钢铁、紫
江包装等一大批四川籍企业，合同投
资超过了300亿元。

这些四川籍企业不仅加速了两
地的人流、商流、物流、资金流的互联
互通，他们也充分发挥各自的人脉优
势，在两地企业家之间牵线搭桥、口
口相传，以商招商，扩大了巴南招商

“朋友圈”。
金慧艾药业有限公司就是经企

业朋友介绍，慕名来重庆国际生物城

投资的又一四川籍企业。
“我们在巴南建设大健康B2B平

台及运营中心，一是看到了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机遇及重庆
市推动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美
好愿景，二是看到了重庆国际生物城
集聚大量医药企业带来的市场前
景。”四川金慧艾药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表示，他们快速落户巴南为的是抢
占先机、抢占机遇。

据了解，四川金慧艾药业有限公
司建设的大健康B2B平台及运营中
心，投资约9.5亿元，通过搭建B2B平
台与医药物流配送平台，实现线上与
线下医药贸易高度融合，为药品物
流、供应链及终端服务提供配套服
务，形成产业闭环。

此外，扎根巴南的攀钢钛业也积
极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添
油加码”，计划增加5亿元投资，进行
生产设备、技术工艺改造升级。

疫情催生市场机遇 生物
医药招商收获意外惊喜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提升了全民
健康认知，催生出新的市场机遇，以
生物医药为代表的大健康产业成为
投资“新蓝海”。

作为全市重要生物医药产业集
聚区的重庆国际生物城，就凭借战
略、区位和产业优势，危中寻机，聚焦
生物医药招商，收获了意外惊喜。

作为疫情期间重庆国际生物城
引进的代表性项目——广东南芯医
疗科技投资的西南总部运营基地即
将落户巴南区。“我们计划投资5亿
元，主要开展IVD检测试剂、活菌类

食品、肠道菌群移植自动化设备和胶
囊开发及生产。”项目负责人说，他们
还将在巴南建设医学检验实验室、微
生态生物大数据库。

电子商务和智能制造产
业崛起

与生物医药产业一样，电子商务产
业和智能制造产业也在疫情期间催生

了强大的市场需求和投资发展机遇。
“我们再次与巴南深化第二轮全

面合作，合作内容涉及零售、物流、数
科三大产业版块，投资金额达10亿
元。”京东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其
中，京东快递重庆区域总部投资5亿
元，交易额不低于10亿元，该项目为
京东快递在渝的区域性总部项目，将
更加促进线下物流、服务、体验等优
势与线上商流、资金流、信息流融
合。该项目也是京东集团在巴南区
投资的第10个项目，助推巴南区电商
物流产业的融合，从而推动我市经济
社会的发展。

巴南区内智能制造企业纷纷追
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危中求进，
抢先发展。其中，惠科金渝增加
3.12 亿元投资，进行设备技术改造
升级。

中通也乘势在巴南投资建设西
南地区智能电商总部产业园，投资7
亿元，主要开展智能科技研发、电子
商务信息技术开发和运营，建立完整
高效的运输和仓配渠道。

“新基建”机遇引来好项
目

国家启动和加快建设的 5G等

“新基建”，是加快产业转型的重大
机遇。巴南区抓住这一机遇，在此
次招商引资中，已有了较大的斩
获。

在“云签约”会上，重庆大江美利
信压铸有限公司签约落户2个项目。
其中投资10亿元的5G基站和车载
结构件项目，就是“新基建”带来的机
遇。

“国家加快 5G 等‘新基建’建
设，给我们企业发展带来了新的
机遇。”重庆大江美利信压铸有限
公司总经理余亚军说，此次签约
的新项目，将建在巴南大江科创
城内。

此外，中建材凯盛科技集团西南
地区智能装备研发制造基地、重庆能
研理工研究院研发基地、蓝月亮二
期、中粮包装西南地区总部基地等项
目也在当天集中“云签约”。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云签约”
活动也是大数据智能化手段赋能
招商引资的具体展示，由巴南重点
招商企业中国联通提供云技术支
持。

张雲亮 王彩艳
图片由巴南区招商局提供

3月31日，巴南区举行2020年招商引资重点项目集中“云签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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