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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钧 黄光红

5月29日，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在上
海发布《2020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
（下称榜单），重庆商业魅力指数达到
88.74分，在新一线城市中排名第二，算
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一线城
市，也在全国排名第六。

据了解，相比《2019城市商业魅力
排行榜》，重庆排名超过杭州，上升1
位。今年榜单聚焦商业资源集聚度、城
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
样性和未来可塑性五大维度，根据中国
内地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9年的
商业魅力指数进行排名。

重庆排名上升，位居新一线城市第
二，足以说明2019年以来，我市加快建
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全市商业影响
力、吸引力和发展水平得到稳步提升。
6月1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市级有关
部门、有关区县和专家，详细了解重庆
商业魅力排名上升的主要原因。

首店经济发展迅速
各类品牌首店纷至沓来

商业资源集聚度,是从主流消费品
牌对城市的青睐程度、商圈实力以及基
础商业发展三方面衡量城市的商业繁
荣程度。榜单显示，重庆商业资源集聚
度指数在新一线城市中排名前三。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从主流
品牌对城市的青睐程度来看，重庆的魅
力正在快速提升。尤其是2019年以
来，重庆加快发展首店经济，培育新的
消费经济增长点，吸引各类品牌首店纷
至沓来。

如2019年，渝中区率先在重庆发
展“四首经济”（首店、首牌、首秀、首
发），通过在行政审批、活动场地等政策
规范及标准限制方面建立绿色服务通
道等政策，支持国际知名品牌来渝开设
品牌首店。

随后，全市各区各大商圈企业纷纷
响应，抱团发展，大力引进品牌首店、品
牌旗舰店，吸引各类品牌扎堆在渝开设
首店。

据赢商网不完全统计，2019年落
户重庆的各类首店中，有全球首店4

家、全国首店8家、西南首店30家、重
庆首店130家。来自市商务委的数据
显示，2019年，全市引进了零售、娱乐
和餐饮等业态品牌的各类首店100多
个、举办品牌首发首秀活动30余场。

从基础商业发展情况来看，在综合
衡量餐饮、便利店、超市、服装店总量的
基础商业指数中，重庆排名全国前五。

城市夜经济热火朝天
位列“中国十大夜经济

影响力城市”榜首

榜单中，重庆的城市人活跃度也很
高。这从热火朝天的城市夜经济就可
窥见一斑。九街、观音桥、解放碑、洪崖
洞、北滨路和南滨路，每晚都吸引着大
量市民和游客前去消费。

有数据显示，仅2019年8月-9月
举行的重庆夜市文化节上，全市就有
27个区县开展了40余场活动。同时，
全市3万家夜市商家还推出了联合促
销活动。

2019年12月，腾讯、瞭望智库联

合发布了《中国城市夜经济影响力报告
（2019）》，重庆位列“中国十大夜经济
影响力城市”榜首。

重庆人生活方式多样性在榜单中
的得分也排名靠前。据榜单分析，重庆
是拥有书店和电影院最多的新一线城
市。腾讯营销大数据还显示，在新一线
城市中，成都是最热爱音乐的城市，东
莞、西安、重庆紧随其后。

立体交通网四通八达
4 个机场去年旅客吞吐

量总和超过4600万人次

交通是联通城市的物质基础，一座
城市在城际交通基础设施和物流通达
度等方面的表现，也与其商业魅力息息
相关。在榜单中，重庆的城市枢纽性指
数排名前三。

近年来，我市致力于打造国际性综
合交通枢纽，在铁路、航空和水路等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形成了
连接国内外的四通八达的“水陆空”立
体交通网络。畅通的物流体系，为重庆

的商业增添了吸引力。
在机场建设方面，目前重庆已形成

以“江北国际机场为龙头，黔江机场、巫
山机场、万州机场、武隆机场为支线”的
干支结合的机场格局。除武隆机场还
在建设外，其余4个机场2019年旅客
吞吐量总和超过了4600万人次。

重庆还是中欧班列的先行者，西部
陆海新通道的起点。2019年间，重庆
相继开工了渝昆高铁等2条铁路145
公里、渝湘扩能等4条高速公路445公
里；铁路在建规模超过1000公里、高速
公路在建规模接近1400公里。

此外，重庆商业的可塑性也较强。
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敬表示，
从我市今年4月召开的“推动服务业高
质量发展大会”来看，重庆将继续培育
壮大新兴服务业，同时恢复发展传统服
务业，其中包含了推动高端商业向品牌
化、体验式、互动性、综合型发展；中央
商务区提档升级；打造一批底蕴深厚、
特色鲜明、文旅融合的商业名街名镇等
具体内容，届时，重庆商业有望呈现“百
花齐放”的局面。

《2020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出炉

重庆魅力指数排名全国第六

□本报记者 周松

6月1日起，我市41个派出所试点
推出“综合窗口”，可办业务事项由原来
单一的户政业务，扩大到户政、车驾管、
出入境和治安管理等。

当日，重庆日报记者前往部分试点
“综合窗口”的派出所进行了实地打探。

市民罗武办理驾驶证跨省转移

“节省了往返20多公里车程”

10点30分，市民罗武来到高新区
公安分局虎溪派出所办理驾驶证跨省
转移业务。刚一走进派出所，一名民警
立即前来询问罗武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并引导其在自助排队机处排队。

记者在现场看到，虎溪派出所此次
开设了11个综合窗口，并安装了多功
能自助机、临时身份证自助申领机、出
入境自助取证机等7台自助设备。虽
然现场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较多，但平
均等待时间仅有几分钟。

“我的驾驶证是江苏的，但长期在光
电园工作，想将驾驶证转回重庆。”罗武
在综合窗口办理了驾驶证跨省转移业
务，并现场拿到了新的驾驶证，算上排队
时间整个过程耗时不到15分钟。“若是
往常，驾驶证转移得到当地车管所去办
理，高新区车管所设在含谷镇，距离我住
家的虎溪街道有10多公里车程，一个来
回路途耗时就得1个多小时。”

虎溪派出所所长黄光明说，虎溪派
出所辖区28平方公里，辖区内遍布高
校、高新技术企业，学生、外籍人士、务
工人士等，各类业务办理需求量大。以
往派出所日均接待群众400余人次，为
了满足群众办事需求，此次特地增加了

服务窗口，增设了自助服务设备，并安
排了专人在现场进行分流，指导市民操
作自助设备。

市民苏琪补办身份证

“少跑了一趟路”

上午11点40分，璧山区公安局碧
泉派出所，市民苏琪高高兴兴地拿到了

刚办好的临时身份证。
“身份证丢了，办理了新身份证，但

是还没拿到，这次出差要乘坐高铁，没
有身份证可不行。”苏琪说，原本以为要
到派出所办理新身份证后，再拿着办理
凭条到区公安局打印临时身份证，至少
需要半天时间。没想到今天来派出所
一问才知道，现在新开通的综合窗口直

接就可完成补办身份证和打印临时身
份证。“这下几分钟就办好了，省事不
少。”

璧山区公安局治安支队相关负责
人说，此次改革权限下放以后，试点派
出所拥有了核发临时身份证的权限，群
众申领临时身份证无需再像以前那样
跑两趟了。“试点派出所配备了临时身
份证自助申领设备，需要申领的市民可
以通过设备自助申领，更加快捷。”

市民封先生处理交通违章

“2分钟自助处理了3个交通违章”

“听说现在派出所可以处理交通违
章了？”上午10点过，市民封先生走进
南岸区公安分局南坪派出所，试着向民
警咨询。

在民警的指导下，封先生仅用2分
钟就完成了3个交通违章处罚，共计
11分罚款600元。民警提醒：综合窗
口办理交通违章处罚，需满足单次记6
分以内，罚款200元以下的处罚，如果
是一次性被记12分或者200元以上的
交通违法，依然需要前往各区县的交巡
警支大队接受处罚。

“为了满足市民办事需求，我们专
门划出268平方米的面积作为综合窗
口办公区域，并对区域进行规范、合理
设计规划。”南岸区公安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为了提高综合窗口效率，派出
所还制作了业务清单和办事指南，确保
群众一看就懂，办事顺利。

“办事比以前方便多了”
——我市41个派出所试点推出“综合窗口”首日见闻

民 生 警 务 就 在 身 边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日
报记者6月1日从市住房城乡建委了
解到，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完成公共建
筑节能改造示范项目1295万平方米，
改造面积在全国位居前列。经第三方
核定机构统计测算，重庆已完成的示范
项目整体节能率达到22%以上，每年
可节电2.08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1万
吨，节约能源费用1.7亿元。

市住房城乡建委人士介绍，近年
来，我市按照政府引导、市场推动、财政
激励的思路，以能耗水平高、改造效益
明显且与公众健康息息相关的医院、商
场、酒店和机关办公建筑为重点，推动
公共建筑实施节能改造。2015年，我市
率先完成首批国家公共建筑节能改造
重点城市示范任务，2018年率先完成第
二批国家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重点城市
示范任务，2019年率先超额完成首批公
共建筑能效提升重点城市建设任务。

我市实施公共建筑节能改造，主要
通过对公共建筑内部的空调、照明、插
座、电梯、特殊用能设备以及能耗分项
计量监测系统等进行改造，采用节水器
具、节能门窗、玻璃贴膜、新风系统、空

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和太阳能光伏发电
系统等绿色建筑技术，打造了重庆人民
大厦、三峡中心医院、扬子岛酒店等示
范项目。

以今年3月通过竣工验收的重庆市
人民大厦为例，该项目建筑面积
66908.49平方米，通过对照明、插座、空
调、特殊用能（包括灶芯、厨房排烟风机
等设备）和节水器材等进行综合改造并
建设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实现综合节能
率23.41%，每年可节约314.3吨标煤。

不仅如此，我市在推动公共建筑
节能改造的过程中还创新建立了政、
银、企协同推动并以合同能源管理模
式为主导的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市场
机制。

所谓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就是通
过与企业签订能源管理合同，为企业
提供综合性的节能服务，帮助企业节
能降耗，并与企业分享节能效益，以
此收回投资成本和取得合理利润的
一种商业运作模式。

截至目前，我市公共建筑改造项目
中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的比例达
95%以上，银行金融机构累计授信贷款
额度超过50亿元，节能服务公司累计
投入社会资金超过20亿元，节能服务
公司节能收益累计超过9亿元。

重庆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服务产业，
也实现了从无到有到发展壮大。目前，
全市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服务公司超
过30家，并有多家公司立足重庆并走
向全国拓展市场。

重庆累计节能改造
公共建筑1295万平方米

每年可节电2.08亿度，节约能源费用1.7亿元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6月 1
日，由市委网信办、市生态环境局联合
主办的“山清水秀·绿动巴渝”网络媒体
主题采访活动在北碚正式启动。此次
活动旨在讲好重庆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理念并不懈推动“绿水青山”转
变为“金山银山”的生动故事。

据悉，该活动将持续至年底。活动
期间，中央及市属媒体将深入各个区
县，挖掘当地推动绿色发展的创新思
路、现实路径、具体成效。重点报道广
大企业主动落实环保主体责任，通过技
术改造和转型升级，在节能降耗、循环
低碳、污染治理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

效。重点报道一批坚持不懈推动绿色
发展的人物故事，以及实施绿色发展后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生动场景。

启动仪式结束后，各媒体走进此次
活动的第一站——北碚区，深入正码头
广场、西大产研院、静观镇、柳荫镇等地
实地采访，零距离感受生态环境保护助
力绿色发展之美。

接下来，各媒体将结合自身优势，
综合运用图文、图解、微视频、H5等多
种形式，用“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
宣传报道，为重庆生态成果喝彩，号召
社会各界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经济高
质量发展贡献各方智慧与力量。

“山清水秀·绿动巴渝”
网络媒体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6月1日，高新区公安分局虎溪派出所，市民在民警引导下，在自助设备办理交
管业务。 首席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5月31
日，来自中铁八局二公司消息称，公司
承建的涪秀二线铁路鱼嘴站商品车物
流基地顺利开通运营，比合同工期提前
了两个月。

鱼嘴站是全国二级铁路物流基地，
位于重庆江北复盛镇境内，具备年装卸
汽车能力达60余万辆。该站商品车物
流基地投运后，全面接入国铁运输网，
标志着更多的“重庆造”商品车可以

“坐”火车分销至全国各地。
鱼嘴站物流基地项目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确保物流基地早日建成，今年
复工以来，项目部倒排工期，优选施工
方案，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紧抓施
工生产。调集专业技术人员30余名，

大型机械设备150余台套全力以赴加
紧施工，最终抢回了时间。

目前，我市大多整车企业的商品车
主要依靠公路运输分销至全国各地。
从运输方式来看，公路运输虽然时效
快，但运输成本较高。同时，受部分路
段对货车限行影响，长安福特、长安汽
车、上海通用五菱汽车等龙头汽车企业
运输瓶颈日益突出。选择铁路运输成
为整车企业解决运输瓶颈的重要手段，
且运输成本相对较低。

随着涪秀二线铁路鱼嘴站商品车物
流基地建成投运，我市整车铁路运输比
例将提高30%至40%。特别是满足两
江新区鱼复片区长安、上海通用五菱、北
京现代等车企商品车铁路运输的需求。

涪秀二线铁路鱼嘴站
商品车物流基地投运

我市整车铁路运输比例将提高三至四成

从南岸区弹子石长嘉汇眺望，城市、长江、嘉陵江构成一幅绝美画面。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涪秀二线铁路鱼嘴站商品车物流基地提前两个月投运。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