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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
重庆商务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蓝图

展现新作为。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

局；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

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

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

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

局；要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

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

设。

在新的要求下，市商务委加

快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坚持扩

大内需和发展外贸并重，着力推

动商务发展，全市商务经济运行

整体平稳，呈现出消费增长稳中

趋缓、对外开放企稳向好、自贸

试验区建设稳步推进的新特点。

数据显示，1月—9月，全市

实现社零总额 5856.6 亿元，同

比增长 11%；全市进出口总值

达3188.4亿元，增长7.1%；实际

利用外资69亿美元；对外直接

投资 11.6 亿美元；服务贸易进

出口 198.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3%。

新要求下，重庆商务
系统应当如何作为？日
前，市商务委召开干部大
会，集中传达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会议要
求，全体干部职工要以党
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突
出自贸试验区建设、扩大
消费、对外贸易、服务民
生等方面的重点工作，打
造商务工作亮点。

11月8日，有关市领
导在市商务委主持召开
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会
时指出，十九大报告明确
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
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
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
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
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这对重
庆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充
分认识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大意义，全面准
确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刻内涵，逐字
逐句解读，逐条逐段落实，把十九大精神落
实到重庆大地上。

市商务委主任熊雪表示，下一步，市商
务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从六个
方面推进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一是以
政策制度创新为核心，发挥叠加优势和协
同效应。二是以开放口岸为支撑，加强口
岸综合能力建设。三是以物流通道建设为
重点，形成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四是壮大
市场主体，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五是以综
合保税区为基地，实现外贸平稳健康发
展。六是打造良好营商环境，降低市场运
行成本。

要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此
为动力，全力做好商务领域各项工作。接下
来，市商务委将组织开展全年目标任务完成
情况“回头看”，认真梳理，找准薄弱环节和
工作短板，采取超常规措施，加强检查督促，
确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外贸进出口、利
用外资、服务贸易、招商引资等各项年度目
标任务全面完成。

同时，我市商务工作还将以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指引，突出重点，打造商务工作的亮
点。在自贸试验区建设上，要扎实开展制度
创新，再落地一批重大项目，做好迎接国家
评估准备；在扩大消费上，要全力办好全国
糖酒会、渝交会等重大展会活动，加强重点
企业调度，积极培育发展新业态、新增长点，
扭转社零增速下滑的态势；在对外贸易上，
要突出抓好一般贸易，巩固企稳回升局面，
做大做强外贸进出口；在服务民生上，要深
入推进电商精准扶贫，推动电商产业扶贫、
电商消费扶贫等六大行动取得新进展；在商
务经济规模和质量上，要把招商引资工作作
为商务工作“生命线”，加强组织调度，全委
动员，全力以赴，招大商、优选商，扩大增量，
提升质量；在党风廉政上，要把全面从严治
党各项任务要求落到实处，加强党建工作、
党风廉政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
新格局，将营造一个更开放、公平、共赢的
投资环境，吸引更多国际投资，这也令不少
外资企业对未来更具信心。对此，重庆新
加坡商会会长吴适存表示，随着“一带一
路”倡议被确定为对外开放战略的重点，中
国市场的包容开放不仅有利于提升中国的
国家软实力，也利于海外投资者，之后更多
的海外机构也会看准时机进入中国发展。
重庆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重庆长
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党委
书记周波表示，长安铃木将结合长安铃木
的发展和工作实际，深入思考，勇于变革，
敢于担当，主动作为，把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为长安铃木的下
一步发展砥砺奋进，为重庆高速而稳健的
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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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开放枢纽
重庆与全世界“做生意”

重庆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
结点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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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进出
口贸易总量的增加，我市从东、西、南3个方向
和水、铁、陆、空4种方式完善对外通道建设，
打造内陆国际物流枢纽。

4月28日上午，首班“沪万”集装箱班轮从
万州港始发，载着200标箱货物，由长江黄金
水道前往上海港，再经海运运往全球。“沪万”
集装箱班轮是首条渝东北地区始发直达上海
的物流通道。据测算，该班轮开通以后，今年
万州港可新增集装箱吞吐量5万标箱左右，集
装箱吞吐总量达约20万标箱，可为企业降低
物流成本1.2亿元。

近年来，我市积极发展多式联运，“黄金水
道”释放活力，将重庆与全球紧密联系在一
起。目前，我市已经开通了上海—果园、果园
—西安、果园—青海等水水中转和铁水联运
10多条运输线路，成为四川、贵州、云南、陕
西、广西等周边地区外贸货物的中转港。1
月-9月，渝沪外贸“五定”快班轮运行762班。

与此同时，我市积极拓展铁空联运，在全
国率先运行国际行邮班列。依托团结村铁路
口岸，加大货源组织，新增意大利、俄罗斯、匈
牙利分拨点，扩大适载货源种类和辐射范围，
实现班列常态化运行。数据显示，截至2017
年10月8日，渝新欧共开行1417班，本年度开
行数507班（去程303班、回程204班），货值
占全国中欧班列阿拉山口过境量的80%以上。

在加快南向通道建设方面，我市推动中新
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铁海联运项目建设，常
态化运行“重庆—东盟公路班车”，实现“一带”
与“一路”无缝连接。

此外，我市航空运载能力也不断得到优
化。江北国际机场已形成3条跑道运行、年吞
吐旅客4500万人次的能力，随着第五航权的
落地和扩大，2020年将成为100万吨货邮吞
吐量、100条国际（地区）航线的“双百机场”。

完善开放口岸
国际贸易企业省时又省钱

10月31日，中国（重庆）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上线运行，企业只需进入一个系统，有关单
据只需提交一次，办事将更加便捷。与此同
时，我市国际贸易便利化程度将进一步提升。
据不完全统计，单一窗口正式上线运行后，重
庆口岸将实现通关环节优化30%以上，通关时
间缩短10%以上，企业成本下降10%以上。

重庆“单一窗口”的上线运行只是我市完
善开放口岸的一个缩影。为满足市场主体需
求，我市着力推进口岸综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不断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目前，
全市有江北国际机场、万州机场、重庆港水运
口岸、团结村铁路口岸4个一类口岸，可以提
供进口汽车整车、水果、肉类等多项功能。

为进一步推进贸易便利化，我市创新通关
机制、优化通关服务。积极落实全国“三互”改
革举措，推进跨部门、跨区域、跨关区的“信息
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协作机制，深化“一
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关检合作。与此
同时，重庆海关推行7×24小时通关制度，出
入境旅客、进口冰鲜产品、外贸企业等均可享
受7×24小时通关便利服务。

数据显示，自5月我市外贸进出口增速由
负转正以来，增幅继续扩大，回稳向好态势企
稳。1月—9月全市进口额达1152.8亿元，同
比增长 16.7%；出口 2035.6 亿元，同比增长
2.4%。

自贸试验区获批则让我市开放口岸进一
步完善。今年6月17日，我市正式上线运行了

自贸试验区区域识别系统建设。该系统形成了
市场主体全景画像，建成自贸试验区区域“全景
图”，提供面向政府管理和公众服务的范围查
询、市场主体空间展示、自贸试验区区域识别三
大功能，并与“网上行政审批系统”双向链接，推
动网上快速注册登记，为市场主体投资创业提
供便利，为打造宽松营商环境奠定基础。

构建开放平台
功能集聚助力外资发展

目前，开放平台已经成为全市开放型经济
发展的主战场。

7月13日，笔电巨头仁宝集团在重庆的智
能电子装备项目举行首次发货仪式。该项目
今年2月正式启动。在该项目负责人邱文光
看来，项目所在的两江新区不仅有完善的产业
链，而且是重庆自贸试验区和中新(重庆）示范
项目的核心承载区，十分有利于吸引外资。尤
其是自贸试验区的挂牌，对于外资企业来说意
味着更大的发展空间，重庆的潜力也能得到更
加充分的释放。

自今年4月挂牌以来，重庆自贸试验区已
经初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运行机制，努力

“立足两点，打造四区”，着力建成“一枢纽三中
心一基地”。并加强复制推广，在国务院要求
复制推广的改革试点经验中，重庆有条件复制
推广的116项已落地103项。围绕“投资自由
化、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金融服务现代
化、金融结算便利化，深化‘放管服’改革”等6
个方面，探索推出创新举措141条。

截至今年9月，重庆自贸试验区内新增企
业注册9378户，占全市比重10.1%。其中，新
增外资企业注册170户，占全市比重25.6%。
自贸试验区内落户项目 509 个，涉及金额
2313.9亿元，主要涵盖高端制造业、金融业、商
贸流通业及其他服务业等多个领域。

不仅仅是自贸试验区，在中新（重庆）战略
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建设方面，我市已争取到

国家部委57条创新举措支持，对应59个重点
项目，签约金额47.5亿美元，向新方政府提出
的11条创新举措均取得积极进展。

当前，一大批项目逐步落地——集中签约
5批、90个重点项目，总金额196.1亿美元；金
融、航空、物流、信息通信等领域合作全面开
启，落地跨境融资42.1亿美元，渝新航线不断
加密，机场商业合作、中新南向通道、中新国际
数据通道等重点项目稳步推进。

“现在，我市已初步形成‘1+2+5+7’的开
放平台体系，基本实现平台功能全覆盖。”市商
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培育开放主体
立足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发展

在发展开放型经济过程中，我市着力培育
开放型经济市场主体，不断夯实开放型经济发
展基础，开放型经济发展市场活力不断增强。

产业发展是开放主体培育的基础。我市
立足电子信息、汽车、通机等优势产业，坚持全
链式培育、集群化发展，不断提升产业开放发
展水平。

以对外贸易为支撑点，我市不断开辟产业
新市场。稳定传统优势产业出口规模，汽车、
摩托车及零部件出口保持增长，增幅分别为
22.4%、10.8%；加快建设加工贸易承接转移示
范地，1-9 月加工贸易 1465.8 亿元，增长
28.4%，占比50%；发展总部贸易和转口贸易，
努力集聚一批大型供应链企业；制定服务贸易
重点领域指导目录和重点企业培育目录，出台
服务贸易特色产业园管理暂行办法，全市服务
贸易额同比增长22.4%。

以利用外资为着力点，我市不断增强产业
新动能。结合落实国发5号文件，市政府出台
《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的若干政策规定》，
对相关制度进行优化、细化、深化和实化，不断
完善外商投资环境。2016年，参检的1857家
外资企业实现纳税470亿元，占全市税收总额

的18%。
以招商引资为切入点，我市积极拓展产业

新领域。把招商引资作为扩大开放的重要抓
手，一手抓存量盘活，一手抓增量引进。按照

“扶强立群，聚小强群”的工作思路，通过强链、
延链、补链相结合，推进产业招商、精准招商。

今年1-9月，市商务委共对接项目111个，
投资总额超过1400亿元。其中，投资总额在
100亿元（含）以上重大项目3个。此外，还成功
推动89个项目签约落户，投资总额680.37亿元。

截至9月，全市备案外贸企业达到14091
家，构成了全市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市场基础；
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564家，吸收利用外
资871亿美元，通过引导外资更多进入实体经
济领域，利用外资领域不断扩大，利用外资质
量不断提升；加快“走出去”步伐，累计对外投
资企业达到423家，备案对外承包工程企业33
家，备案对外劳务企业7家，累计实现对外投
资152.1亿美元。

优化营商环境
健全投资准入及服务机制

营造环境是加快开放发展的重要举措。
我市深入推进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健全
投资准入及服务机制，优化开放型经济发展的
政策措施。

一方面，围绕国家试点示范优化营商环
境，我市积极争取全国首个国检综合试验区，
推动果园港开展启运港退税试点，深入推进跨
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贸易
多元化、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等国
家级改革试点。

另一方面，通过改善行政服务优化营商环
境，我市创新跨境电商监管模式，试点外商投
资“单一窗口”，实施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
施和外商投资备案制。搭建“渝贸通”外贸综
合服务平台，为中小微外贸企业提供全流程服
务。完善“3+N”合作机制，探索物流金融创

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在转型发展上，我市也狠下功夫，推动商

业提档升级。促进传统商贸行业加快转型，推
动批发业向总部贸易平台发展，推动零售业向

“新零售”发展，推动餐饮住宿等生活服务业向
便利化、精细化、品质化发展。

与此同时，我市还将创新消费平台功能，
加快完善中央商务区功能布局，大力建设智慧
商圈，积极培育全国、市级特色商业街，打造品
牌夜市，推进电子商务进社区，完善三级市场
体系，鼓励传统商品交易市场提升综合服务能
力。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我市
将狠抓招商引资，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主
体；坚持双轮驱动，打造开放型经济发展新平
台；加快转型升级，增创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
势；增进互联互通，完善开放型经济发展新功
能；深化“放管服”，健全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机
制。努力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不断
推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形
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

链接》》

①
②
③ ④

①9 月 24 日 ，重 庆
市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
会议第十二届年会圆桌
会议。

②夜市文化节活动。
③夜市文化节活动。
④9 月 25 日，中新互

联互通项目南向铁海联
运通道常态化运行班列
首发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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