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璧山区 2个 0.51亿美元

合川区 1个 0.72亿美元

大足区 1个 1亿美元

其他 0.07亿美元

江津区 5个 3.67亿美元

长寿区 3个 0.34亿美元

永川区 2个 0.32亿美元

铜梁区 2个 0.42亿美元

綦江区 2个 0.97亿美元

北碚区 11个

九龙坡区 66个 3.43亿美元

南岸区 99个 25.51亿美元

渝中区 1818个 1919..6262亿美元

沙坪坝区 2424个 1919..22亿美元

江北区 1111个 2020..8787亿美元

巴南区 77个 4.49亿美元

大渡口区 66个 3.43亿美元

两江新区 5454个 9898..8181亿美元

主城区156个项目

截至目前，重庆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框架下共签约186个项目，总金额230.27亿美元，覆盖23个区县。

重庆市域中新合作项目分布情况

其他区县情况

渝北区 2020个 1818..9191亿美元

项目拓展国际（地区）合作情况

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运营主体已在新加

坡、越南胡志明市、河内市、海防市以及香港特别行

政区设立了海外货物集散分拨中心。

跨境公路班车运营主体已在新加坡、越南、柬埔

寨、老挝、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德国等国家的三十

余个城市设立了货物集散分拨中心。

四川金额13.3亿美元

陕西金额6.35亿美元

青海金额6亿美元

云南金额6亿美元

广西金额5亿美元

新疆金额2.7亿美元

湖北金额0.15亿美元

项目辐射带动中国中西部省区情况

陆海新通道辐射带动“13+1”省区市，包括西部所
有省区市、海南省、广东省湛江市。

跨境融资辐射带动四川、陕西、青海、云南、广西、

新疆、湖北7省区共融资39.5亿美元。

截至2019年9月底

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框架下累计签约项目199个

金额约270亿美元

6868%%

1010%%
1212%%

77%%

33%%

其他领域

签约项目21个

金融服务领域

签约项目134个

航空产业领域

签约项目6个

交通物流领域

签约项目14个

信息通信领域

签约项目24个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总体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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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领域

——融资成本，有效降低。
截至目前，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框架下，跨境融资项目累计落地107
个、金额约109亿美元（重庆市69亿美
元，西部其他省区40亿美元），融资成
本比国内低约1.4个百分点。

——机构互设，加速落地。
中新双方在渝合作设立中银富登

村镇银行、中新基金、普洛斯小贷等各
类型中新合资或独资金融机构。

促成华夏银行中新互联互通运营
中心在渝设立。

推动重庆博恩集团获批新加坡汇
款牌照。

——业务合作，不断创新。
平台搭建：中新金融峰会、金融支

持“陆海新通道”推进会议、中新RE-
ITs会议。

双边授信：重庆地方法人银行机
构，包括重庆农商行、重庆银行、三峡
银行，与新加坡银行机构，包括星展银

行、华侨银行、大华银行一起，双边授
信总额达400亿元。

产品创新：在中新互联互通框架
下，重庆方面有中西部地区首个赴新
加坡上市不动产信托（REITs）、中西
部地区首笔“信用证结算+海铁多式
联运”贸易融资、全国首笔跨境资产转
让业务等案例。

航空产业领域

——航线频密，运力增强。
双方以打造渝新航空“双枢纽”为

目标，打造高效便捷的“渝新快线”。
渝新直航航班从2015年的每周5班
增至2018年的14班，旅客吞吐量由
4.5万人次增至19.3万人次。

利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和自由贸
易试验区政策叠加优势，中银航空租
赁有限公司以保税融资租赁模式为重
庆航空公司引进7架空客A320neo
飞机，增强了重庆主基地航空公司运
能运力。

——机场合作，提升服务。

重庆机场集团和新加坡樟宜机场
出资组建中新（重庆）机场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引入樟宜机场管理理念，经营
重庆江北机场餐饮、零售等非航业务。

同时，重庆机场集团和新加坡樟
宜机场启动实施了人才培训计划，计
划在4年时间内，由重庆机场集团分
批派送100名员工到樟宜机场培训，
提升员工服务水平。

——打造基地，集聚产业。
启动建设占地12.5平方公里的中

新航空产业园，包括综合服务区（2.8
平方公里）、维修制造区（4.2 平方公
里）、物流集聚区（5.5平方公里）。

交通物流领域

——通道建设，联动陆海。
依托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三级合作

机制，重庆联动西部省区和新加坡等
东盟国家，通过区域联动、国际合作创

新探索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国际陆海贸
易新通道，目前通道已经通达全球6
大洲，84个国家，200个港口。

2017年 4月 28日-2019年 9月
30日，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累计开行
1349班，到发集装箱68330标箱。

——多式联运，创新示范。
集聚重庆铁、公、水、空多种运输

组织方式的比较优势，利用新加坡在
交通物流领域的先进经验和网络资
源，中新双方合作打造中新（重庆)互
联互通多式联运示范项目。

项目采用“1+1”合作模式，由中
新双方共同推动优质重点企业投资成
立市场化运作的重资产公司、轻资产
公司，负责项目具体落地工作。

——智慧物流，赋能增效。
中新企业通过信息交互、资源共

享、数据分析、标准控制等，推动开展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冉晟科技智配

联盟平台、中新国际冷链产品贸易平
台等项目合作。

信息通信领域

——合作机制及生态。
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

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新加坡
企业发展局合作完善信息通信技术创
新合作机制，设立中新信息通信媒体
联合创新发展资金，并创建了中新（重
庆）信息通信创新合作联盟。

——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
专用通道。

双方共建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
数据专用通道，作为中国与各方打造信
息高速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数据
通道，批准总带宽为260Gbps，时延约
70-80毫秒，比互联网降低75%，丢包
率为0.5%，比互联网降低80%。

企业合作

新加坡恩士讯科技、新加坡睿畜
电子科技、新加坡浮游科技从智慧城

市规划、智慧畜牧、智慧旅游等方面与
重庆进行合作。

新科工程电子在渝建设西部总部
和科技研发中心。

万国数据在渝建设重庆数据中心。
新加坡Handshakes与重庆誉存

科技合作开发中新企业大数据服务平
台。

新加坡VeriTAG和重庆云邮天
下合作开设一七闪电无人超市。

其他领域合作

重庆莱佛士国际医院、中新肿瘤
医院，新加坡国立大学重庆研究院、重
庆与新加坡方面签署技能人才培养与
国际交流合作谅解备忘录、重庆来福
士、新加坡能源集团供给项目、胜科集
团安稳电厂。

2018年9月，重庆市委组织部与
新加坡外交部技术司签署《领导干部
培训合作谅解备忘录》；今年6月，首
批培训在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实施。

记者 陈钧 杨骏 整理

“4+N”合作领域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项目展厅简介

2015年11月7日，在习近平主席和李显龙总理的见证下，中新两
国政府在新加坡签署《关于建设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的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项目正式启动实施。

项目以“现代互联互通和现代服务经济”为主题，将金融服务、航
空产业、交通物流和信息通信作为重点合作领域。

为集中展示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项目启动近四年来取得

的积极成效，中新双方共同出资，重庆市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牵头，在
重庆设立了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展厅。

展厅位于朝天门广场来福士T4N一层，面积近600平方米，主要
分为项目合作背景、合作领域、愿景展望三部分。

展厅展示内容以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项目的背景起源、特
点内涵、进展成绩、发展愿景为重点，全面介绍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
互通项目整体情况。展厅展示形式以文字、图片、视频为主，现代化声
光电集成技术为辅，确保展示内容重点突出、条理清晰、生动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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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30日凌晨，利用中新（重庆）互联互通项
目和自由贸易叠加优势，重庆航空引进的第五架空客
A320neo飞机抵达江北国际机场。 （重庆航空供图）

2016年7月6日拍摄的正在扩建的重庆能源集团安
稳电厂二期工程。该项目为重庆与新加坡首个电源合作
项目。 特约摄影 陈星宇

重庆至新加坡东盟班车线路。该线路开行后，重庆东
盟公路班车就实现了中南半岛国家全覆盖。 （资料图片）

制图/乔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