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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綦

江）综合服务区，我区拥有哪些优势？

赵福宇：2019年8月，国家发改委

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

家给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功能定位有四

个：一是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的战略通道；二是连接“一带”和“一

路”的陆海联动通道；三是支撑西部地

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陆海贸易通

道；四是促进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

的综合运输通道。并确定重庆为运营

组织中心，规划了三条出海主通道，綦

江正处中线垂直出海通道的首端节点

位置。

具体而言，綦江的发展优势主要

体现在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工业、交

通等方面。首先，綦江自古以来就是

中国西部出海大通道战略要地。第

二，綦江是重庆距新加坡等东盟国家

垂直出海距离很近的城市。第三，綦

江是陆海新通道垂直出海与重庆三环

产业经济带的交汇点。第四，綦江是

重庆运营中心向南公路、铁路等多式

联运的交通枢纽节点。第五，綦江是

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能够提供水、电、

煤、油、气等综合保障能源基地。第

六，綦江具有打造陆海新通道綦江综

合服务区雄厚的产业基础。第七，綦

江是多项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城市。

记者：我区在西部陆海新通道（綦

江）综合服务区建设上做了哪些工作？

赵福宇：2019年年初，区里成立了

领导小组，由区长姜天波担任组长，办

公室设在区商务委。主要做了三方面

工作并取得了三大成果。一是制定了

建设发展纲要。在组织市内外有关领

导、专家多次座谈讨论，并组织部门调

研学习的基础上，办公室牵头起草了

《西部陆海新通道（綦江）综合服务区

建设发展纲要》初稿。广泛征求市、区

领导及有关部门，以及各街镇和社会

各界意见建议 160 余条，并积极采

纳。9月3日，区长姜天波组织召开专

题会优化《纲要》内容。10月14日，区

委书记袁勤华组织召开专题会对《纲

要》进行了修改。《纲要》已经区政府第

67次常务会和区委常委会审议通过。

二是撰写了资政报告《着力构建陆海

新通道（綦江）综合服务区，助推重庆

发挥“三个作用”高质量发展》。三是

开展了中国（重庆·綦江）——新加坡

经贸合作专场推介会。随着各项工作

的准备就绪，西部陆海新通道（綦江）

综合服务区这艘大船随时可以扬帆起

航。

记者：西部陆海新通道（綦江）综

合服务区建设对于綦江经济社会发展

有哪些重要意义？建设目标是怎样

的？

赵福宇：建设综合服务区不仅是

抢抓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新机遇

的需要，也是抢占成渝城市群重要节

点和渝黔合作制高点的需要，还是抢

先打造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示范区

的需要。

西部陆海新通道（綦江）综合服务

区的建设目标是，到2020年完成重大

项目策划，启动渝南陆港型物流枢纽、

中新灾备产业园等一批基础性、功能

性、破题性项目的规划建设。到2025

年，构建科学合理、功能完备、开放共

享、智慧高效、绿色安全的物流枢纽，

转口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等外向

型经济成为新的增长。到2035年，全

面建成西部重要战略储备品类齐全、

物流服务功能更完善、各类资源要素

更集聚的陆海新通道综合服务区。

机遇集成 发展迎来“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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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机遇 全面发力
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綦江）综合服务区

西部陆海新通道（綦江）综合服务区、渝南中心城市、渝黔合作先行示范区等全新发展定位的落地，无疑为綦
江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那么，綦江如何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综合服务区建设，把交通物流等通道资源转化
为发展优势？近日，区商务委党委书记、主任，区物流办主任赵福宇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记者：在中国（重庆·綦江）——新加坡经贸

合作专场推介会上，我区取得了哪些成果？

赵福宇：2019年12月5日，区长姜天波率队

在新加坡举行了中国（重庆·綦江）——新加坡经

贸合作推介会，邀请了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钟曼

英参赞、市级相关部门40余人参加，新加坡贸工

部、企业发展局、新加坡生产力中心、新加坡通商

中国以及中华总商会等9个新加坡商会协会组

织和100余家企业负责人应邀参会，参会人数超

过200人。

推介会上，市政府副市长李波发表了热情洋

溢的致辞，介绍了重庆推动中新互联互通示范项

目和建设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有关情况。区长

姜天波用英文向到场嘉宾、企业家推介了綦江深

厚的历史人文底蕴、优越的交通区位条件、良好

的产业发展势头和务实高效的政务服务，得到新

加坡参会人员多次热烈掌声，获得高度评价。通

过本次推介活动，更多新加坡企业进一步了解了

綦江，认识了綦江。

区长姜天波还代表区人民政府与新加坡物

流协会、重庆国际货运代理协会为共同搭建平

台，推动物流、物流会展等合作发展签订了三方合作框

架协议；与新加坡环通物流集团、新加坡新科工程电子

公司、IBD数能科技公司、CPG集团签订4个拟在欧标托

盘生产和物流仓储、大数据信息化、城市规划设计、康养

邻里中心等领域建立合作投资战略合作协议。相关企

业也在现场签订合作协议，新加坡道恩兄弟控股合伙企

业分别与金星公司、饭遭殃、东溪豆腐签订农产品贸易

合作协议；新加坡BLUM有限公司与“綦美人”签订合作

协议。

下一步，我区将针对新加坡推介会签约的项目以及

达成合作意向的项目，建立“一对一”的项目工作组，加

快推动第一批新加坡经贸合作项目的落地。同时根据

《西部陆海新通道（綦江）综合服务区建设发展纲要》内

容，从制定工作方案、编制专项规划、重点项目建设、争

取上级支持、保障措施落实等五个方面分解任务，落实

到相关的部门打表推进。记者：蓝图已经绘就，我们该从哪

些方面发力？具体有哪些工作思路和

举措？

赵福宇：我们梳理了“1166”工作

思路，即建设1个物流大枢纽——渝

南陆港型物流枢纽；建设1个灾备产业

园——中新（綦江）西部云计算灾备产

业园；打造6大服务基地——西部陆海

新通道能源保障基地、全产业链的物

流装备智能制造服务基地、西部陆海

新通道（綦江）会展基地、综合职业教

育培训基地、高品质康养旅游基地和

国家战略商品储备基地；打造6大特色

功能区——总部经济集聚区、供应链

金融集聚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电

子商务强区、中新项目合作示范区、重

庆自贸试验区建设协同创新区。

其中建设渝南陆港型物流枢纽，

将以两大物流园为核心、六大物流分

拨中心为支撑，建成渝南黔北服务西

部陆海新通道的陆港型物流枢纽。两

大物流园区，分别是依托三环高速北

渡出口和铁路专线优势以及现有铝产

业基础，在北渡产业园内建设集进口、

加工、仓储、销售、分拨等功能于一体

的专业物流园。依托川黔铁路、三环

高速、渝黔高速、渝贵铁路等优势，重

点围绕仓储物流、流通加工等核心业

务建设渝南综合物流园，争取设立橡

胶、水果、农副产品、海鲜等进出口口

岸。六大物流分拨中心分别是在新盛

建设功能完善、配套齐全的现代化城

市物流配送中心，发展城乡共同配送；

在东部新城选址建设承接主城及区内

禽类集中宰杀、加工等功能为一体的

禽类加工配送中心；在赶水岔滩规划

建设集矿石资源开发利用、存储、加工

等功能完善的矿产品物流分拨中心；

在赶水麻柳滩规划建设战略性成品油

仓储和矿产品物流分拨中心；依托万

泰农批市场建设渝南农副产品冷链物

流分拨中心；在三江规划建设战略性

粮食、食用油储存物流分拨中心，服务

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

而建设中新（綦江）西部云计算灾

备产业园，可以为有大数据业务的单

位在异地建立两套或多套功能相同的

IT系统，系统间可以互相进行健康状

态监视和功能切换，当一处系统因意

外（火灾、地震等）停止工作时，整个应

用系统可以切换到另一处，使得该系

统功能可以继续正常工作的数据备

份。我们主要是通过创新与新加坡企

业合作模式，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以

新动能推动新发展，做大做强数字经

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

六大特色功能区展开来讲，一是

打造总部经济集聚区。在东部新城布

局高档零售、餐饮、住宿等服务设施，

引进大中型企业总部落户中央商务

区，构建一批千万元税收总部楼宇。

二是打造供应链金融集聚区。汇聚金

融监管部门、中介机构，以及跨国、国

内金融企业的分支机构，为供应链提

供服务，为装备制造、现代物流、商贸

流通等产业的核心企业和上下游企业

提供灵活的金融产品和融资服务，建

立系统的供应链金融服务体系。三是

打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围绕汽摩

整车、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加大对传

统产业转型发展的服务创新投入，大

力发展研发设计、现代物流等生产性

服务。四是打造电子商务强区。依托

区域电商平台，实现区、镇、村三级农

村电商服务体系与农产品溯源体系、

城乡公共物流体系、农产品供应链体

系、农村电商培训体系等“五大体系”

深度融合发展。五是打造中新项目合

作示范区。全力争取市中新项目管理

局大力支持，力争新加坡知名企业在

金融、航空、物流等领域方面开展全方

位合作。六是打造重庆自贸试验区建

设协同创新区。争取纳入第一批自贸

协同创新区实施时创建范围，将工业

园区飞峨半岛升级为外贸产业园；建

设保税仓、保税物流中心及综合保税

区，打造橡胶、水果等进出口岸及大宗

固体废弃物进口口岸，申请国际通用

无水港口代码。

记者：实现这些目标任务，我们需

要有哪些发展支撑？

赵福宇：我们制定了“打造强有力

的六大服务基地”计划。一是打造西

部陆海新通道能源保障基地。加快藻

渡河大型水库、中峰蓄能发电站和瓦

斯发电站建设，加快推进页岩气智能

化开采和利用，充分利用煤炭、石灰岩

资源储量优势，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和

重庆主城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源保

障。二是打造全产业链的物流装备智

能制造服务基地。打造智能制造研发

设计、物流装备制造产品线、后服务基

地。三是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会展基

地。依托綦江处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

重要节点和新盛紧邻綦江北出口优

势，打造集工业博览、影视拍摄、文化

创意、电子竞技等于一体的会展基地，

定期举办齿轮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

等。四是打造综合职业教育培训基

地。支持南方翻译学院重点发展英

语、国际贸易等专业教育；引进高端职

业院校，规划建设信息安全学院、旅游

学院等职业教育学院。五是打造高品

质康养旅游基地。依托綦江海拔800

米以上“黄金养生线”的资源禀赋，打

造高档综合型康养社区；创新打造高

速公路超级服务区，在区内高速公路

出口处，结合地方美食、地方特产，集

中打造美食街、特产专卖店、高档住宿

及亲子体验区等。六是建设国家战略

商品储备基地。到 2025 年建成一定

规模的粮食、猪肉、食用盐、食用油以

及成品油储备基地，有效应对突发事

件对战略物资的巨大需求。

“1166”工作思路绘制“作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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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经贸合作推介会签约现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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