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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钧 实习生 王天
翊）6月29日，以建设内陆开放门户为目标
的两江新区，在果园港举行建设国家物流枢
纽系列活动，同时推动果园港鱼嘴铁路货运
站集装箱班列首发、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重
点口岸功能及基础设施项目集中开工、两江
新区与广安邻水共建无水港“三件大事”。

果园港鱼嘴铁路货运站集装箱
班列首发

在6月29日的系列活动中，重庆果园
港鱼嘴铁路货运站集装箱班列在鱼嘴铁路
货运站北货场完成首发。此次发运的班列
共载有46个集装箱，货品主要为两江新区
及周边区域的汽车零部件、玻璃纤维及机电
产品，并将在几天之内到达杭州、无锡等江
浙地区。

重庆果园港国际物流枢纽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汤卫东表示，果园港鱼嘴货
运站毗邻中新（重庆）多式联运示范基地、中
新辉联埔程物流基地、民生物流等多个重点
项目。其北货场集装箱到发功能的实现，能

为上述项目提供便捷的集装箱货运功能服
务，促进周边区域多式联运物流的发展。

果园港鱼嘴货运站是铁路总公司规划
的二级铁路物流基地，设南北两区，规划总
占地1046亩，是重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
的区域性铁路物流中心。其中，北货场占地
382亩，规划6条作业线，5条用于商品车的
到发，1条用于集装箱的到发，可实现年整
车到发量150万辆，集装箱年到发量5万标
箱。南货场则将打造国际、国内集装箱班列
到发场站，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中，预计将于今年年底正式动工建设。

今年6月，鱼嘴货运站商品车物流基地
北货场部分建成投用，包含2条整车作业线
和1条集装箱作业线，可实现整车到发量
60万辆，集装箱年到发量5万标箱。

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重点口岸
功能及基础设施项目集中开工

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重点口岸功能及
重点基础设施系列项目也集中开工，包括果
园港海关集中查验场所、果园港扩能提升工

程等12个重点工程，总投资约60亿元。
其中，果园港海关集中查验场所是枢纽

区主要口岸功能设施，项目占地433亩，总
投资约4亿元，建设内容包含集中查验场、
卡口、集拼库、粮食查验库、检疫处理区、海
关办公楼等设施。汤卫东表示，海关集中查
验场所能为外贸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海关查
验服务，大幅提高查验效率，便利企业通关。

果园港扩能提升工程是果园港口岸开
放综合查验设施的配套项目，也是重庆港口
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的重要组成之一。项
目计划总投资约6亿元，规划用地面积约
21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集装箱重
箱堆场、空箱堆场、候工楼、机修间、流动机
械库等配套设施设备，其中集装箱堆场（含
空重箱）约11万平方米，设计集装箱年堆存
量约40万标箱。

汤卫东称，这12个重点项目将串联20
平方公里的物流枢纽元素建设，综合“水铁
公空”各种运输方式，为全球市场提供常态
化、稳定化、品牌化的“一站式”多式联运服
务产品，全力降低物流成本，增强资源集聚
和区域辐射作用，夯实两江新区内陆开放门
户地位。

携手邻水共建无水港助力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在系列活动中，重庆果园港国际物流枢
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还与四川省广安市邻
水县人民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将在邻
水县建立无水港，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合作走向深入。

所谓无水港，是指非港口地区建立的具
有报关、报检、签发提单等港口服务功能的
物流服务平台。而无水港所在区域内企业
通过无水港进出口货物，则可享受港口相关
优惠政策。

邻水无水港建立之后，一方面将依托果
园港在国际通道聚集、水铁联运以及保税物
流等方面的优势条件，促进邻水县打通对外
的物流大通道，形成辐射川东北的物流聚集
地。与此同时，邻水无水港也将与果园港国
家物流枢纽建立联动机制，实现货物直通、
通关互认，政策共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案例，进一步扩大果园港对西部地区的辐射
能力。

两江新区一天推动两江新区一天推动““三件大事三件大事””

加速推进果园港建设国家物流枢纽加速推进果园港建设国家物流枢纽

本报讯 （记者 夏元）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
协同发展，汽车产业是重要发力点之一。6月29日，川渝两
地经济和信息化部门在成都举行两地汽车产业深化合作对接
活动，将从提升两地汽车产业配套合作、加速新兴产业集聚等
多方面展开合作，共同建设汽车产业集群。

川渝两地经济和信息化部门负责人介绍，去年四川生产
汽车111.7万辆，实现产值近3000亿元，重庆生产汽车138万
辆，实现产值3227亿元。虽然成渝地区已成为全国重要的汽
车产业聚集区，形成较完整的产业生态，但与国内其他汽车产
业聚集区相比仍有差距。当前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等技
术与汽车产业加快融合，汽车产业呈现电动化、网联化、智能
化、共享化等发展趋势，围绕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这一目
标，川渝两地将通过优势互补，共同建设汽车产业集群。

具体来看，川渝两地将在提升汽车产业配套合作、推动技
术创新协作、促进应用示范融合、共享检验检测资源、加速新
兴产业集聚等方面展开合作，通过着力引进一批龙头企业和
补链强链项目，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新能源和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集聚发展。

在当天活动中，四川省经信厅、重庆市经信委签署汽车产
业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并举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汽车
产业链供需信息线上对接平台揭幕式，同时成都经开区、重庆
经开区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两地还将联合组建汽车产业创
新联盟，定期发布汽车产业协同发展报告等。

推动汽车产业协同发展
川渝共建汽车产业集群

□本报记者 杨永芹

6月29日上午，江津区圣泉街道，随着
挖掘机铲土挥起，渝武高速公路扩能北碚至
合川段、铜（梁）安（岳）高速公路重庆段、江
（津）泸（州）北线高速公路3条高速公路集
中开工了。

“这3条高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
通建设的重要内容，意味着双城经济圈交通
互联互通建设按下‘加速键’。”重庆市交通
局副局长李关寿表示。

项目集中开工当天，江津区、铜梁区、潼
南区等沿线城市的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达了同一个观点：这3条高速公路的开建，
将激活沿线地区产业“金三角”，助力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补短板
缓解交通压力，畅通川渝间往来

翻开重庆的交通地图，你会发现重庆与
周边省市已建成的22个高速公路通道中，
通往四川的最多，占了12个。

以重庆到泸州为例，两地在建和建成的
高速公路共有5条，但建成的直连线只有1
条，其它均需绕行。江（津）泸（州）北线高速
公路开建，将是重庆—泸州的另一条直连高
速路。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急需
补上两地间存在的交通短板。”市交通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无疑，江泸北线高速公路开建，将大大
缓解现有G93成渝环线高速泸渝段的交通
压力，也将为川南和重庆主城都市区新增一
条快捷交通“大动脉”。

铜安项目可经安岳直连资中、乐山，
形成串联川渝两地射线高速、环线高速的
横向骨架通道，将有助于进一步传递长三
角地区对重庆西北部和四川中东部的经
济辐射。这也是铜梁到成都间最短的一
条高速公路，与渝遂复线一期联接后，将
成为重庆与成都之间直线距离最短的一
条高速。

目前，渝武高速G75合川至北碚段交通
承载量已大大饱和，拥堵现象比较突出。渝
武高速公路扩能北碚至合川段就是对既有
繁忙路段扩容建设。建成后，重庆主城都市
区中心城区至四川南充、武胜间的交通压力
将大大缓解。

新期待
川渝间高速公路通道将达到27条

6月 18日，随着最后一片T梁稳稳落
下，合安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崇龛琼江大
桥全幅贯通，为项目如期通车提供了重要

保障。
合安高速公路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的一条快速通道，将直接串联起重庆两江新
区和成都天府新区、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和成
都天府国际机场。年内，合安高速公路有望
部分路段建成通车。

不仅如此，在建的永泸高速重庆段、渝
广支线重庆段年内也有望建成通车。在建
的大足至内江高速公路有望明年建成通车。

这些在建高速公路，只是川渝两地织密
高速公路网的一个缩影。

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称，根据《重庆市
高速公路网规划（2019—2035年）》，川渝间
将有27条省际高速公路通道，目前已建成
12条通道。

今后我市将全力推进成渝高速拓宽、万
州至达州、重庆至赤水、大竹至垫江至丰都
至武隆等项目前期工作，加快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高速公路互联互通。

新引擎
打造旅游、酒业等产业“金三角”

“江泸北线高速公路，串起了重庆九龙
坡、江津、永川和四川泸州等多个产业优势
区域，将为川渝两地产业协作插上腾飞的翅
膀。”江津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特别是江泸北线高速公路，将串起渝川
黔旅游“金三角”，助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
设。

江津与泸州两地，都具有浓厚的酒文
化底蕴，泸州有泸州老窖、郎酒，江津有江
小白、金江津等白酒品牌。江津四面山风
景区、泸州佛宝风景区、遵义赤水风景区共
同构成了神奇秀美、独特壮观的丹霞地貌
群。

江泸北线高速公路建设，将推动江津
与毗邻地区共同打造两个国家级“金三角”，
即中国名牌白酒“金三角”和中国康养旅游

“金三角”。同时，培育宜宾五粮液—泸州老
窑—江津“江小白”—遵义茅台等酿酒文化
工业旅游精品线路，打造“长江上游酒文化
工业旅游”品牌。利用重庆影视城（江津白
沙）相对成熟的影视文化资源，向泸州、宜宾
延伸打造“成渝沿江影视文旅产业带”。

而潼南、安岳则可共建中国柠檬“金三
角”。安岳柠檬历史悠久、技术成熟，具有较
强的品牌影响力。潼南柠檬具有一定的后
发优势，可以在精深加工、科技研发等方面
重点发力。两地可共同打造种植面积达百
万亩的柠檬产区，从而提升川渝两地柠檬产
业在国内外的竞争力。

另外，铜梁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认
为，铜安高速还有助于提升沿线城市的产
业集聚发展速度，有利于打造航空港产业
集群。

有专家表示，未来，随着互联互通水平
进一步提升，将推动成渝中部加速崛起。

3条高速公路昨集中开工，标志着双城经济圈互联互通建设按下“快进键”——

织密高速公路网 推动成渝中部加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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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在果园
港，总书记寄语果园港的建设者、管理者一定要把港
口建设好、管理好、运营好。

这些年来，两江新区的开拓者们时刻牢记总书
记殷殷嘱托，不但把果园港建设好、管理好、运营好，
还推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
在港区内实现无缝衔接，新谱开放、智慧、绿色发展

“三部曲”，加速建设国家物流枢纽，为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打造内陆开放门户。

6月29日，两江新区又以果园港为中心，在一天
之内推动“三件大事”，引领内陆开放门户建设实现

“加速跑”。
在果园港鱼嘴铁路货运站首发集装箱班列，有

利于充分发挥果园港多式联运功能，提升果园港国
际物流枢纽价值，助力果园港成为“世界的中转站”。

果园港于2019年9月正式获批成为首批国家物
流枢纽，在果园港开工一批重点口岸功能及基础设
施项目，有利于快速推动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加速两
江新区乃至重庆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
济带发展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同时全方位提升
城市国际化水平和综合服务能级，营造近悦远来的
良好环境。

与邻水携手共建无水港，有利于唱好“双城记”、
建好“经济圈”。两江新区是全市经济发展的主战场，
要不断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机遇，不断与
四川天府新区、广安市等强化合作，扩大合作空间。

一天之内推动“三件大事”，展现出两江新区乃
至重庆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只争朝夕，抢
抓机遇，不断从开放通道、开放平台、开放型经济、开
放环境等多个方面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带头开放、
带动开放，持续强化领跑西部开发开放的担当，奋力
为重庆对外开放打造重要窗口，力争成为全市扩大
开放排头兵。

引领内陆开放门户
建设实现“加速跑”

记者手记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 实习生 何春阳）为加强川渝
网信领域协同发展，在两地宣传部门已建立的新闻宣传协调
机制基础上，6月29日，重庆市委网信办和四川省委网信办
共同签署《川渝网信领域协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国家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等10个方面深化协作，积极服务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两地网信部门将共同推动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建设，加强网信领域重大战略研究和重大政策制定联动协作，
加强网上宣传引导联动，共同防范化解网络舆情风险，共建网
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网络安全协同创新和产业发展，推进网
信技术合作与创新，推动网信行业党建、网络社会组织互学互
鉴互动，联合开展网信干部人才培养交流，建立健全联席会议
推进机制。

川渝两地党委网信办主要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战略站位，统一思想、增进共识、凝心聚力，推动“川渝
网信十项协作”落地见效，共同书写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的网信篇章。

川渝网信深化十项协作
共推网信领域全方位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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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在重庆果园港鱼嘴铁路货运站北货场，首列装载汽车零部件、玻璃纤维及机电产品的集装箱班列缓缓驶出。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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