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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杨骏 实
习生 蒋起源）4月21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组织运营
中心了解到，今年一季度，通道运行规
模效益均取得“开门红”，铁海联运班
列、跨境公路班车、国际铁路联运班列
三种物流组织方式均实现快速增长。

一季度，铁海联运班列（重庆—广
西）开行393列，同比增长133%；运
输19588标箱，同比增长130%；运输
货值24.3亿元，同比增长117%。跨
境公路班车（重庆—东盟）开行743车
次，同比增长84%；运输1672标箱，
同比增长84%；运输货值4.17亿元，
同比增长149%。国际铁路联运班列
（重庆—越南）运输410标箱，同比增

长55%。截至今年3月底，重庆西部
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累计开行
3270列，跨境东盟公路班车累计开行
5741车次，国际铁路联运班列累计开
行315列。

通道辐射范围也在快速拓展。据
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
负责人刘玮介绍，在重庆，西部陆海新
通道已基本形成以主城区（含江津）为

主枢纽，万州、涪陵为辅枢纽，以黔江、
长寿、合川、綦江、永川、秀山为重要节
点的“一主两辅多节点”枢纽体系，以
及团结村中心站、鱼嘴站、小南垭站和
涪陵西站为主体的始发体系。铁海联
运班列已辐射96个国家（地区）264
个港口，货物品类超过500个；跨境公
路班车常态化运行8条线路，实现中
南半岛全覆盖。

与此同时，通道还在不断拓展服
务网络。一季度，西部陆海新通道新
开遂宁“陆海新通道班列”“怀化—北
部湾港”铁海联运班列、西部陆海新通
道张掖专列，完成了遂宁集散分拨中
心建设。

“一季度，通道还新开了‘海防铁
海定制专列’，标志通道服务进入精细
化运营阶段。”刘玮说。

西部陆海新通道

三种物流组织方式实现快速增长

本报讯 （记者 张莎 通讯员
程雅琦）“工地的临时施工用电、用水都
通了，感谢你们一次次的帮助！”近日，
中科智慧产研城项目工作人员郭彬握
住西部（重庆）科学城江津园区干部邓
旭东的手说。原来，邓旭东被指定服务
该企业，通过他的帮忙，使该企业相关
手续办理提速2倍以上。

这只是江津区“千人服千企”精准
帮扶活动的一个缩影。记者4月 20
日从江津区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

获悉，近段时间，该区汇总收集企业需
求，从区级有关部门和单位中，抽调约
1000名干部对接全区工业企业、农业
领域企业、交通运输行业企业规模以
上约1000余户企业及项目，制定帮扶
方 案 ，明 确 帮 扶 任 务 ，严 格 实 行

“13710”工作制度，全力开展精准帮
扶活动。

据了解，所谓“13710”工作制度，
“1”即对一般简单问题当天研究部署，
做到一般性问题不过夜；“3”即对有一
定难度的问题3天内要向综合协调办

公室反馈办理情况；“7”即一般性问题
原则上7天内要落实解决；“1”即重大
问题包括一些复杂问题要在1个月内
落实解决，确实解决不了的，要拿出解
决的时间节点和方案；“0”即所有事项
都要跟踪到底、销号清零，事事有着落，
件件有结果。

据悉，2021年是江津营商环境优化
年，该区实施“三大行动”优化营商环境
办实事，除“千人服千企”精准帮扶活动
外，还通过全力创建“无证明城市”、聘请

“营商环境观察员”等，切实为民办实事。

近日，江津某足疗店负责人魏某到
江津区行政服务中心申请办理公共场
所卫生许可证时，无法提供经营场所的
房屋所有权证明，窗口人员通过网上数
据共享，查询到房屋所有权证明，不用
再提交。

记者了解到，江津区创建“无证明
城市”，以群众和企业不用提交证明材
料为工作导向，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
通过数据共享、部门核查、当事人承诺、
即时通讯等多种方式，实现群众和企业
办事过程无需提交证明材料。

江津区“千人服千企”精准帮扶优化营商环境
一般性问题不过夜 复杂问题1个月内落实解决

□本报记者 向菊梅 通讯员 陈茁

“《重庆日报》推出的重庆产业链供
应链系列调查报道，给了我们很多启
发。”4月14日，重庆巴南经济园区建
设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华接受重庆
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巴南经济园区将通
过培育核心重点企业、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等，弥补新型显示产业发展短板，向
千亿级目标迈进。

作为我市唯一的市级特色平板显
示产业基地，巴南经济园区有一套独特
的招商和发展经验，即千方百计引“龙
头”，通过“龙头”带动配套企业发展，最
终形成新型显示产业集群。

据丁华介绍，2014年底，国内液晶
面板大型企业惠科金渝落户巴南经济
园区，随后吸引来汉朗光电、惠科金扬
等液晶材料、整机为代表的上下游企业
25家，打通了从液晶材料、玻璃基板、
液晶面板、IC邦定、液晶显示模组再到
整机的新型显示全产业链。

为什么惠科金渝、汉朗光电等知名
高科技企业会落户巴南经济园区？

“有别于主要给土地、税收等政策
性支持的传统招商模式，我们除了给这
些优惠政策外，还直接提供资本支持，
扶企业一把。”丁华说，“对于有潜力的
高科技企业，园区会引入国有平台公司
的产业引导基金，比如惠科集团、汉朗
光电落户园区时，产业引导基金都进行
了投入，待企业成长壮大，再收回投资
并享受投资收益。”

此外，园区积极支持企业创新。“新
型显示行业技术更新非常快。”丁华介
绍，2017年，巴南经济园区整合大型企
业、科研院所等力量，设立重庆先进光

电显示技术研究院，通过推动技术创新
壮大产业链。2020年，园区新型显示
领域申请发明专利2300余件，产业产
值超200亿元，占全市40%左右。

成绩背后，巴南经济园区在新型显
示产业方面的短板也十分明显：其一，
科研能力有待提高；其二，核心重点企
业规模依然较小。

丁华表示，巴南经济园区接下来将
多方面发力，壮大新型显示产业：一是
通过招商“延链”“补链”“强链”，紧抓平
板显示产业链上游的集成电路 IC设
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等关键环节，锁
定和引进一批代表性企业，提升产业链
本土配套能力；

第二，着力培育核心重点企业，引
导呈现“大龙头”强力拉动、“成长型”企
业坚强支持、“潜力型”企业快速发展的
产业发展新格局；

第三，引领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
同和技术合作攻关，加快推动8K超高
清视频成像及新型显示关键技术、核心
产品研发取得突破，推动新型显示产品
在车载及工业控制、医疗及可穿戴式装
备等领域广泛应用，进一步提升市场占
有率。

当前国内新型显示产业蓬勃发
展。丁华建议，全市要加强顶层设计与
整体统筹，成立新型显示产业基金，吸
引各类社会资本一起支持产业发展。
同时加快关键材料领域科技攻关，设置
新型显示与战略性电子材料重点专项，
布局MiniLED、MicroLED材料与器
件、新型生产装备、光显示与交互应用
技术研发，同步实现MiniLED、Mi-
croLED装备、材料和应用的技术突
破。

巴南经济园区
将打造千亿级新型显示产业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 实习
生 谢轲）4月21日，市发展改革委发
布重庆临空经济示范区获批5周年发
展成果。重庆日报记者获悉，示范区以
创新经济走廊、前沿科技城、空港经济
工业园为依托，着重发展智能终端、智
能装备、新能源汽车及核心零部件等产
业，2020年智能终端产值达到398.6亿
元，新能源及智能汽车产业产值突破
100亿元。

据了解，重庆临空经济示范区于
2016年10月获批，成为国家首批两个
临空经济示范区之一。至今，在机场枢
纽建设带动下，新型业态发展态势更加
强劲。临空保税港区主要经济指标连
续4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实现外贸进出
口总额1513.8亿元、同比增长22%，在
全国14个保税港区排名第一，约占全
市外贸进出口四分之一。

同时，示范区率先在全国开展跨境
电商“前店后仓+快速自提”“跨境出
口”业务探索，积极发挥示范作用。成
功开行跨境电商出口专列，2020年实
现交易额48.2亿元、同比增长29%，占
全市跨境电商比重交易额70%。

保税全球维修业务在14个保税港
区中率先实现突破，2020年智能终端
维修实现出货量8.4 万台，实现货值
1339万美元。

航空配套产业方面，示范区大力发
展机场商业、飞机维修、飞机租赁相关
产业。在全国第三批自贸区中率先开

展飞机融资租赁业务，实现零的突破，
成功落地9架飞机。2018年，中新机
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
2019年即实现盈利，收入达到4.8亿
元。2019年，华夏航空飞机维修项目
落地，2020年营业收入达2.5亿元，具
备定检、维修、拆解部分机型的能力，弥
补了重庆民航大修板块的行业空白。

国际物流方面，示范区目前已建成
物流资源超过110万平方米，可建仓储
规模超过200万平方米。全球前5位
物流投资商聚集示范区，入驻物流企业
91家。还建成一级货站6个、二级库
房9个，其中国际货站为国内唯一位于
保税港区内的国际货站。

此外，临空商务商贸中心也获得快
速发展。5年来，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
办大型展览55个，国际性展览29个，
国际性会议140个，会展参观人流超
2000万人次，拉动城市经济超800亿
元。区内大数据产业崭露头角，以仙桃
数据谷8大公共技术平台为支撑，面向
企业机构、高校毕业生等累计培训人才
超过15万人次。引进华为云等150家
企业，新增国家级研发平台2个，创建
市级新型研发机构24家。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我市将围绕国际航空门户枢纽建
设，着力优化管理体制机制、打造全产
业链集群、培育创新生态圈、建设一流
临空都市区，全面建成创新驱动、开放
引领、宜居宜业的示范区。

重庆临空经济示范区
智能终端年产值达398.6亿元

3月20日，在位于两路寸滩保税港空港工业园的智慧共享物流中心，工作人员
正在自动化立体仓库忙碌。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创历史同期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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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加大

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明显

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保持增长
一季度，重庆对东盟、欧盟、美国分别进出口
302.1亿元、282.1亿元、259.6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 30.8%、59.4%、1.1倍；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 501.7 亿元，同比增长

48.2%

电子信息产品引领出口
从数据上看，重庆外贸出口货物依旧以电子信息产业
为主。一季度，笔记本电脑出口值达433.9亿元，增
长78.8%，占重庆出口总值的38.6%；集成电路出口
值73.3亿元，增长24.5%；手机出口值66.6亿元，
增长 5.2倍。同期，摩托车、汽车分别出口 34.3亿
元、25亿元，分别增长66%、64.7%

集成电路、金属矿砂进口增长明显

一季度，重庆集成电路进口 289.1 亿元，增长

23.8%。同期，金属矿砂进口43亿元，增长83.2%。
此外，水果、乘用车、化妆品进口增幅较大，带动消费品
进口39.1亿元，增长39.1%

文/首席记者杨骏、实习生蒋起源
制图/乔宇

数据显示，一季度，重庆一般贸易进出口620.1
亿元，同比增长94.9%，占同期重庆外贸总值的

34.4%，比重提升6.1个百分点

4月21日
重庆海关发布消息

今年一季度

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
1802.4亿元人民币

创历史同期新高
同比增长

60.4%

进口
679.2亿元
增长40.2%

出口
1123.2亿元
增长75.7%

具体来看
一季度重庆外贸

“十四五”我们这样开局起步

一季度，重庆民营企业进出口750.7亿元，同比
增长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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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4月2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高新区改革
发展局获悉，今年一季度，重庆高新区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26.1 亿
元，同比增长30.8%，增速高于全国
12.5个百分点，高于全市12.4个百分
点，位居全市第一。其中，一产、二产、
三产分别增长0.5%、31.5%、30.5%。

经济运行强劲成绩的背后，是哪
些因素在推动？

据介绍，在工业方面，今年初重庆
高新区明确提出要以产业发展增量提
质为重点，推行“链长制”，着力实施

“稳链、强链、扩链”行动，有效推动了
产业链补强、补全。同时，深入推进

“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工
程，12个工业技改项目加快建设。

为深化营商环境，重庆高新区推
行了“店小二”服务政策，形成重点企
业每周“面对面”收集协调解决问题工
作机制，让企业生产效能大幅提升。

政府部门出实招，企业集聚干劲

足，推动工业运行稳定向好。一季度，
重庆高新区规上工业实现总产值
652.2亿元，同比增长55.1%，较2019
年同期增长35.6%。规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42.7%，笔电、集成电路、汽摩产
业等行业发展势头强劲。

此外，在消费商贸方面，重庆高新
区依托“龙湖U城天街”“重庆熙街”等
商业载体开展消费促进活动，培育特
色服务消费和夜间经济消费业态。一
季度，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7.4
亿元，同比增长41.5%。

在规上服务业方面，抓好先进制
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的同时，还挖
掘服务业经济新增长点。今年1-2

月，重庆高新区规上服务业企业同比
增长 59.5%，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76.2%。规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由8
家增加至16家，同比增长76.6%，较
2019年同期增长55.4%。

除了“因业施策”外，建设西部（重
庆）科学城的浓厚氛围也为“开门红”
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据了解，今年是西部（重庆）科学
城项目建设年，一季度，重庆高新区开
工计划建设项目41个，总投资370.6
亿元，开工率25.8%。40个高新区重
点项目总体进展顺利，其中科学大道
一期、科学谷一期等项目加快进度。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2亿元，同比增长

34.1%，增速位居主城都市区中心城
区及开发区第一。

此外，深化改革、强化服务也成为
一大“拉力”，包括实施西部（重庆）科
学城“金凤凰”政策体系，搭建线上平
台服务专项窗口，在全市率先推出“一
业一证”“非税收缴”“交地即领证”“三
评合一”“交房领证”“电子签章”等改
革，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

“下一步，重庆高新区还将抢抓机
遇，着力打好‘大装置’‘大平台’‘大院
所’‘大产业’建设四大战役，推动西部
（重庆）科学城建设迈出新步伐、见到
新气象。”重庆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

重庆高新区

一季度GDP同比增长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