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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钧

这个国庆假期，重庆万国半导体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国半导体）生
产主管何林财没有休息，他主管的生产
线在国庆期间三班两运，每天产出晶圆
300片，每日封测量更是达到1250万
颗。

万国半导体是亚洲首家集12英寸
芯片及封装测试为一体的功率半导体
企业，在全球芯片供应吃紧的当下，万
国半导体开足马力生产，尽最大努力缓
解缺“芯”之危。

电子信息产业是重庆的支柱产业，
经过近年来“补链强链”，重庆已成为全
球重要的智能移动终端制造基地——

重庆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
个月，重庆笔记本电脑出口5185.9万
台，较去年同期（下同）增长32.2%，占
同期全国笔记本电脑出口总量的
36.3%，出口量居全国第一；平板电脑出
口706.8万台，增长89.5%；集成电路出
口216.4亿元，增长47.3%。

与世界经济一起“脉动”

数据最能反映发展的真实情况。
今年前8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总

值5076.8亿元，增长29.4%，高于同期
全国整体增速5.7个百分点。

彼时，重庆外贸已连续17个月保
持增长。自2020年4月以来，重庆月
度进出口值均保持增势。月度进出口
规模保持高位运行，其中有4个月进出
口值超过650亿元。

国际经贸的繁荣，为重庆换来更多
的外商投资机会：仅今年，就有康宁公
司大猩猩玻璃熔炉项目、圣戈班科顺高
新材料项目、西卡德高新型环保建筑材
料项目等外资项目落户重庆。有关统
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市新设
外商投资企业205家，同比增长28.9%。

外商投资的活跃表现，有力证明重
庆努力营造的国际化营商环境，已收获
良好实效。

近年来，重庆先后出台《关于全面
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意
见》《重庆市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工作方
案》《重庆市政务服务管理办法》《重庆
市2020年对标国际先进优化营商环境
实施方案》《重庆市2021年深化“放管
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等，推
出 120 多项政策举措，为企业减负
1000亿元以上，让政策利好转化成企
业获得感。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重庆获得众多
专业机构的肯定——

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
境地方报告》显示，重庆开办企业等5
个指标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粤港澳大
湾区研究院、21世纪经济研究院联合发
布的2020年中国296个城市营商环境
报告显示，重庆位居第五；在《中国营商
环境报告2020》中，重庆市开展区县城
市信用监测、深化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改
革、完善破产案件办理体系等3个案例
入选经验案例予以推介；在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发布的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
中，重庆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一起，
进入全国前五……

同时，重庆还将抓住共建“一带一
路”、长江经济带发展、新时代西部大开
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机
遇，将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建设与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中西部国际交往中心
等一系列政策利好积极对接、通盘考
虑、统筹规划，充分转化为市场利好、发
展利好，并通过自身发展与世界经济一
起“脉动”。

物流人流资金流加速转起来

国庆期间，一则好消息传来：今年
1-9月，重庆累计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
铁海联运班列 1493 列，同比增长
77%。这意味着，前三季度班列开行数
量已超过2020年全年的1297列。

以重庆为运营中心，西部陆海新通
道现已通达全球106个国家和地区的
308个港口，运载品类包括乌克兰的玉
米、巴西的纸浆纸、重庆摩托车配件、甘
肃中药材等640余种。

近年来，结合自身特点，重庆打造
了西、南、北、东四条国际物流大通道，
加上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潜力，将
曾经身居内陆腹地的物流劣势，转化为
新发展格局下的优势，从开放末梢向开
放前沿迈进。

向西，今年前 8 个月，中欧班列
（成渝）累计开行 3551 列，运输超 30

万标箱，占全国总量 32%，继续领跑
全国。

向北，前8个月，渝满俄共计开行
751列，运输货值约50亿元，同比增长
8%。

向南，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
列与中欧班列（渝新欧）联运1496标
箱，与长江黄金水道联运15444标箱，
四川经重庆集结货物5152标箱。跨境
东盟公路班车开行2349车次。

向东，长江上游首个万吨级码头——
重庆新生港正式开港运营，长江上游航
运中心版图日趋完善。

除了加速货物互联互通，重庆还通
过开放平台，举办各类大型国际展会论
坛，打造国际化交往中心——

如持续办好智博会、西洽会、中新
金融峰会和“一带一路”陆海联动发展
论坛、“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等重要
活动，建设欧洲重庆中心，搭建多元国
际交往平台，积极拓展与拉美、东南亚、
北美、中东欧等地区交往；高水平建设
中外人文交流教育试验区和文化出口
基地，推动铜梁龙、川剧等优秀文化走
出去；办好“重庆日”“重庆周”“感知重

庆”等活动，建设西部国际传播中心，实
施城市营销行动，增强国际传播能力
等。

在金融领域，重庆正通过中新互联
互通项目，扩大金融开放。截至今年7
月底，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框架下，累
计签约跨境融资类项目172个，金额约
157.7亿美元。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的落地实施，
有力地提升了中国西部地区金融机构
的国际化水平，开创了一条示范性融
资通道，开展了5项首创性业务试点，
设立了14家标志性金融机构，带动西
部10省区企业跨境融资56亿美元。

城市兼有“国际范”和“重庆味”

“这里的进口红酒不仅品牌多，而
且价格也实惠，打折后最便宜的只有几
十元，贵的也不过几百元，我算是来对
了。”10月3日，从贵州来渝旅游的马先
生，在“一带一路”商品展示交易中心买
到了心仪的进口红酒。

随着重庆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的步伐加快，国外消费资源加速向重庆

集聚，全市消费市场的“国际化”氛围越
来越浓——

“一带一路”商品展示交易中心，
已有韩国、罗马尼亚、菲律宾和法国
等 30 多个国家馆，汇集了相关国家
的5万余种特色商品；光环购物公园
的“沐光森林”，吸引外地游客前来打
卡；砂之船（重庆两江）奥特莱斯集合
国内外众多知名品牌，仅国庆节前三
天，就吸引 10 万人购物，销售额近
2500万元……

国际化消费中心逐渐显现，重庆消
费市场稳步升温。市商务委提供的数
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市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9174.8 亿元，同比增长
25.4%，比全国高7.3个百分点。其中商
品零售、餐饮收入分别增长 23%和
40.5%。

迈向国际化现代大都市，重庆彰显
出“国际范”，还让“重庆味”更浓。

国庆期间，南岸区南坪正街一条
“超级80街”火了，走在街上，随处可见
拍照打卡的游客。在这里，有饱含80
后回忆的露天电影、绿皮火车、搪瓷杯、
报刊画报……

“超级80街”是重庆市实施城市
更新行动的缩影。针对老城区城市功
能不足、基础设施滞后、人居环境较差
等问题，近年来重庆市大力推进城市
有机更新，融入历史人文、城市生态等
元素，让老城区焕发新生机，涌现出一
批“打卡地”，成为国庆旅游市场的

“新宠”。
不搞大拆大建、留存城市记忆，近

年来重庆市加快对老工业区的再开发、
再利用，鹅岭二厂、北仓、重庆钢铁厂旧
址等一批老旧厂区变身为文创园区或
博物馆，有的还成为电影拍摄地。城市
更新让城市充满人情味、烟火气，也让
市民更有幸福感。

据了解，今年重庆在主城都市区范
围内启动了31个城市更新示范项目建
设，涵盖老旧小区、老旧工业片区、传统
商圈、传统风貌区等改造升级，通过挖
掘城市存量空间资源、改善人居环境，
促进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发展。

市住建委有关负责人表示，重庆
是一座山环水绕、江峡相拥的山水之
城，被称为“8D魔幻城市”“站立着的
城市”。重庆会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对标国际标准、发挥比较优势、突出
重庆特色，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
时，不断增强重庆国际影响力和城市
美誉度。

□本报记者 陈钧

重庆工商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李敬认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中国正在加快形成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部分发
达海洋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导致
全球化出现倒退。同时，受疫情影
响，海上贸易大幅度回落，陆上贸易
迎来较好发展时机，内陆开放的比较
优势被凸显出来。

李敬说，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重
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
经济带的联结点上，区位优势突出、
战略地位重要，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
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
用。他认为，重庆主城都市区应充分
发挥内陆开放新优势，在变局中谋机
遇，做优长板、补齐短板，积极融入新
发展格局，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
际循环中发挥重要战略支点作用，加
快建设国际化现代大都市。对此，他
提出了以下六个建议：

一是要积极推动内陆改革开放
高地建设，探索建立以投资贸易便
利化、自由化为核心的内陆开放制
度体系。

二是要进一步促进开放通道的
互联互通，带动经贸和产业发展；强

化开放平台协同联动，提升平台影响
力和产业集聚能力；培育打造特色突
出、外向度较高的优强企业，不断壮
大开放领域的市场主体。

三是要深化开放型经济体制改
革，建立支撑高水平开放的体制机
制。以扩大服务业开放为重点，扩大
开放范围、深化开放层次；改善营商
环境、市场环境和人居环境，营造近
者悦、远者来的开放环境，展现“国际
范”，彰显“重庆味”；围绕投资、贸易、
金融、人才、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运输
领域，探索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政策
体系。

四是要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和
地区，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形成
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
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五是加强川渝开放合作，建立开
放共赢机制，共同做大做强开放市
场。

六是要抓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签署带来的区域
贸易开放的重大机遇。中国对RCEP
其他成员国实施大幅度关税减免，将
降低企业进口成本。RCEP其他成员
国对中国也实施大幅度关税减免，也
将促进企业出口。据此，重庆主城都
市区要深度挖掘西部陆海新通道潜
能，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

充分发挥内陆开放新优势
加快建设国际化现代大都市

□本报记者 黄光红

10月7日，江北区传出消息：位
于江北嘴金融核心区的重庆国家金
融科技认证中心，正在筹建国家认可
实验室，并积极推动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国际金融标准化和认证合
作，力争国际金融标准“话语权”。

重庆国家金融科技认证中心成
立于2020年10月，是一家国家级金
融科技认证中心，致力于为金融机构
和金融科技企业提供各类体系、软硬
件产品、服务及人员等方面的检测认
证服务。据该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
东华介绍，今年以来，他们与新加坡
等东盟国家相关部门就认证合作进
行了沟通、洽谈，希望首先实现和东
盟国家在金融认证领域的互联互通，
以便为重庆乃至全国金融机构“走出
去”提供更好的支持。

如若此项工作推进顺利，国内金
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从该中心拿到
的认证、检测报告，可直接获得新加
坡等东盟国家认可，从而大大节约进
军相关国家金融市场的时间和成
本。此外，该中心正致力于从国际影
响力、学科带动力和国家需求等方面
着手筹建国家认可实验室。目标是：
打造成为具有创新性、先进性、引领
性及国际竞争优势的国家级实验室。

重庆国家金融科技认证中心的
最新“动作”，仅仅是江北嘴打造具有

“国际范”的西部金融中心核心区的
一个缩影。

作为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
通示范项目的重要承载地、中国（重
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要组团，江
北嘴近年来聚焦高质量、国际化、前
沿化发展，吸引了中新互联互通股权
投资基金、交通银行总行离岸结算分
中心、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调解室）等一大
批具有“国际范”的企业和机构进驻。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江北嘴金
融核心区已入驻企业4000余家，其
中，世界500强超过40家，全国及区
域性金融总部机构超过70家。

“下一步，江北嘴将充分发挥重
庆国家金融科技认证中心功能，提升
金融发展能级，建设西部金融中心核
心承载区。”江北嘴中央商务区管委
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江北嘴还将加快
推进国际化进程。如，做大外资金融
机构增量，争取更多金融牌照落地；
加快建设江北嘴国际金融中心城市
地标，引进跨境金融、涉外商务等领
域的区域性总部机构；打造超五星级
酒店集群；筹办国际新金融峰会、智
能产业论坛；建成一批国际社区、国
际医院、国际学校等。

江北嘴:打造“国际范”金融核心区

江北嘴金融核心区远景。目前，在江北嘴金融核心区5.3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已注册企业4443家，其中金融类企业超300家，全国性、区域性金融总部
73家，金融资产规模达1.8万亿元，占全市近1/4。（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展现“国际范”彰显“重庆味”
融合历史人文与自然之美，面向世界的山水之城独具魅力

专家访谈

案 例

外贸
1-8月

进出口总值

5076亿元
同比增长

29.4%

外资
1-8月

全市新设外
商投资企业

205家
同比增长

28.9%

物流
1-9月

开行西部陆海
新通道铁海联
运 班 列 1493
列，数量超过
2020年全年的
1297 列，同比
增长77%

1-8月

中欧班列（成
渝）开行 3551
列，运输超 30
万标箱，占全国
总量 32%，继
续领跑全国

金融
截至7月底

在中新互联
互通项目框
架下，累计签
约跨境融资
类项目

172个
金额约

157.7亿
美元

▲9月19日,游客在“重庆味道”浓郁的山城巷游
玩。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两路寸滩保税港区，消费者正在“一带一路”
商品展示交易中心选购进口红酒。（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记者 陈钧 整理 制图/郑典

▲在很多“老重庆”眼中越来越“洋气”的解放碑，人流如织。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