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2020年9月24日 星期四

编辑 何舒静
美编 张 辉

针对旅游景点的拥挤问题，建议可参考日本
方面经验，引进供求调节系统，使需求调整、
拥堵状况可视化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打好这三张牌
吸引更多的境外游客、打造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一直是重庆的目标。对此，三毛兼承
从旅游资源、美食资源化、提高外国
游客旅行体验三方面提出建议。

就旅游资源而言，重庆除了有大
足石刻、武隆喀斯特等世界知名的景
区外，可大力发展夜间经济，并以韩
国、美国、日本等主要境外游客来源
国的游客为目标加以分析，实施更加
行之有效的夜间经济措施。

推动美食资源化方面，可不断向
目标国家的游客宣传重庆菜，让更多
海外人士了解并喜欢重庆特色餐饮，
让重庆餐饮加速走向世界。

提高游客的旅行体验方面，一是
创造多语言环境，提升国际化水平；
比如设置多语种引导牌或说明文字，
由政府向业者提供统一、规范的多语
言服务指南手册等。二是推出更加
便捷的结算服务，结合重庆本地实
情，为外国旅客提供可全城通用的一
卡通，营造便于外国游客支付的结算
环境。

针对旅游景点的拥挤问题，三毛
兼承建议可参考日本方面经验，引进
供求调节系统，使需求调整、拥堵状
况可视化。根据GPS数据，调节旅客
的游览时间及景区目的地，达到旅游
景区分流及减少拥挤的效果。

重庆可借鉴新加坡“区域化2000”战略计划，
在不同层面上深度参与国际合作，提升国际
知名度和影响力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可从这四方面入手

黄根成认为，高质量的开放型经
济意味着资本、技术、信息和人才的
快速流动。重庆想推动开放型经济
高质量发展，可从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扩大贸易、投资和经济合
作。重庆可借鉴新加坡“区域化
2000”战略计划，在不同层面上深度
参与国际合作，提升国际知名度和影
响力。同时，要帮助重庆企业在新加坡
开展业务，鼓励更多合作伙伴参与中新
（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并探
索在该项目下扩大合作的方式。

二是开放制造业。重庆可采取
的举措包括加强公共和私人研究能
力，以支持其产业转型；为行业创建
互动和交易的特定计划；发展食品加

工、生命科学等产业，扩大消费型经
济；逐步发展成为公认的拥有领先制
造技术的地区；与国际和国内技术节
点合作，争取更多机会，积极鼓励新
制造企业进入重庆发展。

三是扩大服务业。重庆可充分
利用庞大的消费市场发展服务业，同
时为国内其他地区和国外市场提供
服务，让“新商业”加快崛起。

四是抓好新机遇。重庆应加快
融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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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
发展以消费为导向的行业；鼓励公司
国际化，特别是进入东南亚市场获得
成长机会；探索与新加坡公司的合作
并开展业务。

9月23日，重庆市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议第十五届年会正式举行。
本届年会，顾问嘉宾们围绕“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提升重庆国际化水

平”这一主题，积极建言献策。
当前形势下，开放型经济路在何方？如何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顾问

嘉宾们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依托本地老牌汽车产业基地的比较优势，吸引
企业在新兴产业进行新一轮投资，带动汽车产
业集群的系统性升级

利用好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政策优势

陈安宁认为，近年来，重庆在自
贸试验区政策的“加持”下，不断优化
完善国际贸易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
功能，积极鼓励出口转型升级。比
如，重庆给予本地汽车制造商进口部
分的零部件退税优惠，减少申报、查
验、征税等贸易便利措施等，帮助企
业大幅度降本增效。

他建议，重庆应该继续利用好自
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发
挥自身在传统汽车行业积累的集群
优势、研发能力和人才红利，依托本
地老牌汽车产业基地的比较优势，吸
引企业在新兴产业进行新一轮投资，
带动汽车产业集群的系统性升级。

比如汽车行业研发的新方向——智

能网联汽车技术。重庆可以与企业一
起，共同探讨、制定有助于智能网联
汽车技术创新发展的新规则和新标
准，协助企业扩大包括“车路协同”在
内的新技术的落地与应用，推动中国
率先实现智能网联汽车的商业化和
规模化。

同时，陈安宁建议重庆市政府对
重庆本地制造的出口型产业提供相
关信息，包括出口市场风险预警和贸
易政策分析等，帮助企业完善分辨和
抵抗风险能力。

陈安宁还建议，借助自贸试验区
的优势，重庆可以引入更多高端汽车
产品和豪华汽车品牌，以此推动重庆
汽车产业整体实力。

重庆应在加大投资和拉动内需以促进外贸出
口的前提下，实现“双循环”相互促进

要重视“主战场”也要疏通物流“大通道”

纪秉盟说，面对新冠疫情对国内
生产和进出口贸易造成的冲击，重庆
应在加大投资和拉动内需以促进外
贸出口的前提下，实现“双循环”相互
促进，形成“双轮驱动”新开放局面。

纪秉盟提醒，重庆既要重视内陆
“主战场”，也要打造互联互通大枢
纽，疏通出海、出境物流“大通道”。
为此，纪秉盟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要运用数字新技术，提升物
流全产业链的运营效率。要利用区块
链技术，完善数字信任机制；通过区块
链将物流和运输过程中涉及的所有参
与者相互连接起来，使交易向更快、更
安全、更易审计的方向转型；要充分利
用5G网络，实现物流智能化。

二是要建设智慧港口，夯实重庆

打造国际物流枢纽的基石。比如建
设集团管控体系，实现港口最佳运
营，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港口的智慧
运营和最优运营；优化资产智能管理
和成本控制，提升港口的竞争力和盈
利水平；发展智慧物流，推动港口快
速升级，实现港口物流一体化，推动
供应链协同与贸易便利化进一步提
升。

三是要聚焦通关便利，深层次建
设内陆开放高地。要打造创新型综
合协同平台，实现进出口申报自动
化、物流库存实时全流程监管等功
能；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智慧口
岸建设；要开展海关联网监管企业的
ERP（企业资源管理计划）系统与“线
上海关”联网对接，实现互联互通。

在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中，国际影响力与文化
影响力等软实力与硬实力同样重要

补齐城市软实力 提升国际影响力
永井浩二肯定了重庆不断提升

的国际化水平。他认为，近年来重庆
的区域连接作用不断强化，外资利用
情况持续向好，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已具备了扎实的城市硬实力。

同时，永井浩二认为，城市软实
力是重庆有所欠缺的领域。他通过
剖析新加坡、法兰克福和东京的国际
化发展案例指出：在国际化大都市建
设中，国际影响力与文化影响力等软
实力与硬实力同样重要。

针对重庆补齐软实力短板，进一
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永井浩二从两
方面提出构想：

一方面，重庆要提升国际经济影
响力。为此重庆不仅要提高对外开
放水平，增强对外商外资的吸引力，

还要带动并引领更多西部内陆地区
参与到全球经济互动合作中来，将重
庆建设成为一个聚集大量经贸资源
的资源开放型城市、连通国内国际地
理通道和资源通道的网络枢纽型城
市、积极吸纳外来人才和企业的服务
平台型城市。

另一方面，为支持并促进上述资
源开放型城市、网络枢纽型城市、服
务平台型城市的建设，重庆要通过完
善本地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引进
高层次人才，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发
展现代服务业，推动自贸试验区制度
法规和国际自贸区制度接轨、产业标
准和国际先进标准接轨等手段，在人
才培育、制度创新、产业升级三方面
形成一定的支撑力。

未来，成渝地区可以在物流等方面加大互联
互通力度，开展更多业务，帮助中国企业开发
更好更优的贸易路线

成渝双方应实现更大范围互联互通
班哲明·凯瑟克认为，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是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的
重要增长极，未来前景广阔。重庆如
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班哲明·凯瑟克提出了五点建议。

第一，在政策层面，重庆要进一
步深化与四川合作。目前，双方在商
务、金融、外事、文旅等诸多领域签订
了合作协议。下一步，双方要持续加
大合作力度，建立政策网络，将企业、
科研机构与政府机关纳入其中，促进
深化合作。

第二，要关注重庆区县与成都之
外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从合川到
遂宁，从永川往西，重庆与四川之间，
这些区县与地级市能够进一步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互联互通，成
为城镇化发展的焦点地区。

第三，双方应实现更大范围的互
联互通。比如，通过中欧班列（渝新
欧）、西部陆海新通道等物流大通道，
重庆已经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中发挥重要作用，未来，成渝地区
可以在物流等方面加大互联互通力
度，开展更多业务，帮助中国企业开
发更好更优的贸易路线。

第四，成渝双方要统筹土地政
策，进一步统筹土地规划，比如规划
建设绿地，使其成为重庆与成都的休
闲“后院”。

第五，重庆和四川应该整合人力
资源市场、实现社保与养老金的互认。

政府要提升城市内涵，勇于营造开放多元的
城市氛围，鼓励各种文化艺术能够在重庆发
展，为人才提供展现自我的机会

从“功能性”向“综合性”国际城市迈进
对于重庆如何建设国际化城市，

张如凌认为应注重四个方面：
首先是建设功能性的国际化城

市。重庆在建设国际化城市的过程
中，应先确定成为一个功能性的国际
化城市，之后逐渐向综合性的国际化
城市迈进。打造交通枢纽城市，可作
为重庆首选目标。

其次是注重文旅结合，拓展深度
游。重庆应该创建休闲消费的氛围，让
来渝游客慢下脚步，沉下心来领略重庆
的风土人情。重庆可以挖掘中心城区之
外的区域，比如武隆天坑、大足石刻、合
川钓鱼城、金佛山自然遗产等，开发周
边深度游，推动高品质旅游业的发展。

第三是利用企业专长，提升城市

形象。在建设国际化城市的过程中，
要充分发挥入驻重庆的跨国企业的
长处，利用他们的专长来进一步推动
城市形象的提升和宣传。比如，索德
尚公司就参与了重庆机场、轻轨、巴
士等的户外媒体合作经营，为重庆城
市面貌的提升和智能化的进程提供
了众多国际前沿创新理念。

第四是营造开放、包容、多元的
城市氛围。如果一个城市光有经济
增长，却没有文化艺术的土壤，是无
法留住人才和长盛不衰的。政府作
为城市的管理者，要提升城市内涵，
勇于营造开放多元的城市氛围，鼓励
各种文化艺术能够在重庆发展，为人
才提供展现自我的机会。

重庆要以提高国际化水平构建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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