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18日，我国内陆首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两江新区成立

十周年。中央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两江新区开发开放，特别是今年

以来，先后赋予两江新区建设内陆开放门户、做靓重庆“智慧之城”名片

的战略任务。在两江新区成立十周年之际，重庆日报特别策划推出“两

江新区建设内陆开放门户、做靓重庆‘智慧之城’名片”系列报道，敬请

关注。

“两江新区建设内陆开放门户、做靓重庆‘智慧之城’名片”系列报道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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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内陆开放门户

两江新区果园港新谱发展“三部曲”
牢记新区使命担当
打造内陆开放门户158 家

世界500强企业累计

2019年两江新区

32 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

1916 亿元

进出口总额完成
占全市比重 □本报评论员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重庆一头连着丝绸
之路经济带，一头连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西部陆海
新通道、长江黄金水道、中欧班列、“渝满俄”班列在这里
交汇，在共建“一带一路”、构建新时代全面开放新格局中
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建
设内陆开放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的殷切希望，是
中央赋予重庆的重大使命和重大机遇。两江新区作为重
庆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的重要战略性平台，责
任巨大、使命光荣、前景光明。

两江新区因开放而生，肩负着探索内陆地区开放的
重大历史使命。2010年6月18日，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
滨海新区之后，国务院批准设立了内陆首个国家级开发
开放新区——重庆两江新区，并赋予两江新区“内陆地区
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战略定位，开启了两江新区探索内
陆改革开放的新路径，开启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
链在内陆地区整合的新尝试，这也标志着兴起于中国沿
海的改革开放全面推进到内陆腹心地带。如今，丝路与
长江在这里联结，自贸试验区、中新重庆示范项目在这里
集聚，新产业新经济新业态在这里融合……两江新区与
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已经成为重庆走向世界的门户
和重庆对外开放的一张名片。

两江新区更因开放而兴，开放的文化基因已经根植
于两江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近年来，两江新区
依托国家级新区、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核心区、中
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核心区等“三区叠加”
的战略优势，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
展，不断从开放通道、开放平台、开放型经济、开放环境等
方面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以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
经贸带产业，加快建设果园港、保税港、江北嘴国际金融
中心、悦来国际会展城四大开放平台，着力做好外资引
进、外贸拓展、外经发展的文章，不断扩大国际朋友圈，不
断聚集开放要素……如今，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
的两江新区，不断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已然成
为了西部内陆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的“排头兵”。

打造内陆开放门户，建设改革开放新高地——历史
赋予了两江新区新的重大使命。今年1月3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亲自部署推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特别强调要以两江新区、天府新
区为重点，打造内陆开放门户。1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
公布《关于支持国家级新区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国家级新区是承担国家重大发
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平台，要努力成为高
质量发展引领区、改革开放新高地、城市建设新标杆。这
是中央赋予两江新区的重大使命，是两江新区新一轮开
放开发面临的重大机遇、肩负的重大责任。在二次创业
的关键关口，两江新区要牢记使命再出发，走出一条体现
内陆特点的开放发展新路子，不断在扩大开放中增强发
展新动能、增添改革新动力、增创竞争新优势，更好发挥
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两江潮涌逐浪高，扬帆起航正当时。党中央国务院和
市委市政府对两江新区发展寄予厚望，面向未来，两江新
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
行、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更加注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
一域服务全局，努力以“领跑”姿态在重庆推进西部大开发
形成新格局中打头阵、作先锋，努力在推动形成陆海内外
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开放格局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编者按】

54%

□本报记者 陈钧 实习生 王天翊

6月15日，果园港长江江面百舸争流。
岸边，千吨货轮组成的船队，在这里装卸货
物。码头上，高大的岸桥经过智能化改造，
实现了远程操控，吊装效率提升20%。

在业务办理大厅，货代经理不再为繁复
的纸质单证苦恼，只需坐在大厅用手机登录
果园港线上集装箱“无纸化平台”，就可办理
完全部电子单证。

货要得急，走铁路；时间充裕，走水路。
不同的运输通道，可以在果园港实现“自由
组合”，通过“多式联运”，果园港货物可送达
全球200多个国家的港口和口岸。

2016年1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
庆果园港，他看到这里港口设施齐备，初具
规模，称“这里大有希望”，同时寄语果园港
的建设者、管理者一定要把港口建设好、管
理好、运营好。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犹在耳畔，这
些年来，两江新区的开拓者们时刻牢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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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内陆开
放门户。

两江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志杰表
示，果园港仅仅是新区内陆开发开放的一个
缩影。两江新区因开放而立、因开放而兴。
近年来，该区着力加强全方位开放，推动开
放型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

开放交响曲
铁水公多式联运“版图”愈加清晰

“多式联运”是果园港的招牌。
6月15日，一批康宁显示科技(重庆)有

限公司（简称康宁公司）的玻璃基板在果园
港集结完毕，将从这里发往各地。

“根据不同时期工厂对原材料时效要
求，可以选择江海、铁海、陆海联运等多种方
式。这不仅降低了成本，也兼顾了效率。”康
宁公司有关负责人说，“预计今年全年，公司
相关线路物流成本会因此降低5%-10%。”

近年来，两江新区将重庆拓展的国际物
流大通道无缝接入果园港，使之成为“一带
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的重要支点，并
逐渐成为“世界的中转站”——向东，通过长
江黄金水道连接太平洋，可达世界200多个
国家和地区；向西，经兰渝铁路，通过中欧班
列可达中亚、欧洲；向南，通过西部陆海新通

道连接印度洋，可达东盟、南亚。
欧洲的汽车、奶粉乘着中欧班列抵达果

园港，沿着长江顺流而下。东南亚的服装、
皮鞋从陆海新通道运回重庆，再转运上海或
者欧洲。一个港口，13条铁路专用线、高速
路口进港，“铁、水、公”多式联运的“版图”愈
加清晰。

国家也因此赋予果园港更为重要的开
放任务：2019年9月，重庆凭借果园港的辐
射带动能力，获批成为首批国家物流枢纽。
这是西部地区唯一一个港口型国家物流枢
纽。

为此，两江新区特别组建了重庆果园港
国际物流枢纽公司。该公司总经理牛贤丹
介绍，截至今年5月底，国家物流枢纽20平
方公里规划范围已实现城规和土规的全覆
盖，分东、西和拓展3个功能区域。东区核心
是果园港，80%已建设完毕；西区主要包含鱼
嘴铁路货运站、果园B保、中新（重庆）多式联
运示范基地核心区等多个物流园区，正在快
速建设中，已入驻17家企业。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重庆两
江新区与四川天府新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携手打造内陆开放门户，果园港将成为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的多式联运枢纽节点。

“果园港与长江上游攀枝花、西昌、南充
等多个城市签订了港口合作协议，当前正在
构建和成都青白江铁路港两个国家级物流
枢纽的合作联动，希望通过通道口岸互联、
机制协同互补等共同提高内联外通水平。”
牛贤丹说。

除此之外，果园港也在着力推动与寸滩
港、泸州港、宜宾港之间的四港联动，携手推
进“一带一路”，发挥成渝两地成熟开行中欧
班列、陆海贸易新通道等多条国际国内物流
大通道的成功经验，加强协作互动，共同打
造集运和分拨中心。目前，两江新区已和广
安市达成初步意见，依托果园港国家物流枢
纽的综合优势在邻水县共建内陆“无水港”，
辐射和带动区域协同发展。

智慧协奏曲
让港口只闻机器响不见操作人

果园港不但拉近西部地区与世界的空
间距离，还充满智慧气息。

码头上的岸桥，像巨人的手臂，操控这
个“大家伙”就像玩游戏一样简单。在码头
旁边的远程控制室，操作人员只需对着大屏
幕，动动手指，就能对堆场内的12排岸桥进
行远程控制。

建设国家物流枢纽，做“世界的中转
站”，近年来果园港运用大数据智能化手段，

不断提升运行效率。
果园港目前正在使用的智能理货系统，

识别率达96%以上。理货的同时即生成理
货报告，通过系统线上迅速发送至海关。

重庆民生轮船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施
云忠称，这套系统使他们能随时掌握集装箱
的情况，面对突发情况时可迅速做出反应，
提高效率，减少损失。

疫情期间，果园港还上线了集装箱“无
纸化平台”。该平台采用新的信息化业务流
程，繁复的纸质单证被电子单证替代，系统
整体实现单证电子化、道闸无人化，全程无
需人工交接。同时，该系统还具备网上预约
功能。只要登录该系统相对应的App，集卡
车司机就可在手机上实现自助预约及码头
作业引导。

智能设备、智能系统覆盖众多项目，让
果园港的客户们深深受益。“以前我们要跑
来拿提货单，再去码头办理手续，现在这些
网上就能操作，对我们来说是极大便利，节
省了很多时间。”施云忠说。

随着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
联网等新基建项目布局和落地建设，两江新
区聚力创新发展，做靓“智慧之城”新名片。
果园港也把握机遇，一套基于“智能中转设
备”的多式联运信息系统研发被提上国家物
流枢纽的建设日程。

“只有打破‘信息孤岛’，实现信息网络
共建共享，才能带动成渝地区区域协同发
展。”牛贤丹介绍，多式联运信息平台主要包
括6大模块，分别为集疏运信息交换、云数据
信息服务、物流服务单一窗口、智慧型管控
和资源统一配置、信息交互系统和全程可视
化监控系统。通过建设枢纽区多式联运智
慧信息系统，不仅能够有效衔接区域内水
运、铁路、公路等信息，还可以加强与市内其
他物流枢纽的数据对接，实现市内信息共
享，构建灵活高效的多式联运机制。

“‘只闻机器响，不见操作人’是果园港
要实现的目标。”牛贤丹表示，未来果园港国
家物流枢纽将建设全自动“无人化”智慧场
站和多式联运智能集疏运系统，机械设备将
实现无人驾驶与操作，集装箱装卸、水平运
输、堆存、收发全过程基本实现无人全自动
作业，建设智慧物流、智慧口岸、智慧通关、
智慧政务、智慧招商、智慧生活等业务模块，
使其成为集聚西部、辐射全国、面向国际的
智慧物流枢纽。

绿色进行曲
生态与产业完美结合

现代物流业集聚、国际贸易繁忙……果

园港国家物流枢纽正实现跨越式发展。
然而，经济高速增长，也给环境保护带

来极大挑战。
2018年，川渝共同签订了《深化川渝合

作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动计划》，对
生态环境联防联控联治；2019年，果园港率
先完成了码头岸电改造，避免船舶在靠泊期
间使用发电机，以减少燃油的使用，降低噪
音污染和大气污染。

“我们不仅要经济发展‘高素质’，生态
环境也要‘高颜值’。”两江投资集团副总裁、
鱼复公司董事长唐峻说。

目前，鱼复园区已梳理出为果园港国家
物流枢纽配套的“5个大通道、4个大立交、1
个大配套”等十大工程项目，助力果园港国
家物流枢纽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门户，下一
步，将依托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的开放优势
和鱼复园区的产业优势，打造开放、智慧、生
态城市。

“产”——通过规划建设无人化、智慧化
的果园港集装箱码头、鱼嘴铁路集装箱场站
和中新（重庆）多式联运示范基地，设计新型
的智能绿色集疏运系统，减少传统的公路集
疏运产生的环境污染。同时物流基础设施要
集中集约发展，发展金融、商业商贸、总部基
地等产业，构建陆海相连的国际贸易生态圈。

“城”——利用已建成鱼嘴镇住宅及公共
设施，完善交通配套、休闲娱乐、餐饮、商业
配套等设施；打造国际物流商务小镇、物流
产学研用基地、综合信息服务中心等，为果
园港国家物流枢纽的发展注入新动能，积极
融入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景”——构建区域内的绿色慢行系统，
以及多主题、多类型的绿地开敞空间，打造
物流枢纽智慧公园，高品质修复长江沿岸生
态，守护长江岸线“绿色走廊”。

“在倡导低碳环保的同时，我们将以方
便群众生产生活为着力点，把经济繁荣与生
态保护、城市配套、高品质生活有机结合，提
升城市发展能级，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唐
峻说。

发展与民生并驾齐驱，生态与产业完美
结合。一场以绿色物流、绿色港口、绿色厂
房、绿色交通为曲谱的“绿色进行曲”将在重
庆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奏响。

“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开放通道在果园
港贯通，“铁水公空”四种联运模式在果园
港联通，“人财物数”四种要素在果园港汇
聚。如今，“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利好要素已经在川
渝大地汇集，果园港将乘着建设国家物流
枢纽的东风，向“世界中转站”的目标奋力
进发。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所告字〔2020〕10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20年6月16日12时——2020年6月23日12时。6月16日12时开始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
所领取竞买须知等资料。公告期满，申请购买总面积大于可交易总面积，且有两个及两个以上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拍卖方式交易；申请购买总
面积小于或者等于可交易面积，或者仅有一个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挂牌方式交易，未成交的，继续公告。

详情请登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门户网站（https://www.ccle.cn/），在地票专栏中查询。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14号·金融城2号T3塔楼8楼，联系电话：63836045、63832367（FAX），联系人：王先生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2020年6月16日

备注：保证金账户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开户银行：重庆银行人和街支行，账号：550101040006819。

公告批次

20010（总第121批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1061046

亩

1591.569

交易起始价格

元/平方米

301

万元/亩

20.0667

保证金标准

元/平方米

45

万元/亩

3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綦江区支公司赶
水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赵晓钢
机构编码：000005500110006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綦江区赶水镇长石梯沿江路28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綦江区赶水镇长石梯沿江路28号、26号第

一层
成立日期：2002年8月23日
邮政编码：401437 联系电话：18983856312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

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
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发证日期：2020年6月8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巴南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重庆力康科贸有限公司等债权转让公告

债权人：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重庆力康科贸有限公司、重庆贝斯特制冷设备有

限公司、重庆恒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重庆市景杉园林景观工
程有限公司、成都市三分多鞋业有限公司、中誉远发国际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合作意向：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欢迎意
向买家报名参与上述各债权购买，若需了解各债权具体情况，
请致电或者来函咨询。

联系人：资产保全部 李先生
联系电话：023-63567386
邮箱：lixian@cqsxdb.com 邮编：401121
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人和街道金开大道56号人和两

江天地1单元4-1

66月月1212日日，，两江新区果园港集装箱码头正在有序作业两江新区果园港集装箱码头正在有序作业。。 记者记者 张锦辉张锦辉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资料来源：两江新区管委会 制图/张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