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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
成都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半年考试卷

（青白江区卷）
考试时间：100分钟 试卷满分：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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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月14日，青白江机构改革有了 大动作 ：在全省率先成立 行政审批和营商环境建设局，

强化营商环境建设组织协调和统筹推进。

2. 2月25日，青白江出台《关于高能级创建国际化营商环境标杆城区的实施意见》和相关配套

文件，形成了 1个实施意见+10条措施+N个配套文件 的政策服务体系。同时成立高能级创建国际

化营商环境标杆城区工作领导小组。

3. 7月2日，由人民日报社《环球时报》发布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榜单，青白江成为全国唯一一个

同时摘得三项荣誉的区县。三项荣誉分别是：2019中国营商环境质量十佳县（市、区）、 2019中国

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示范县（市、区）、2019中国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十佳产业园区”。

评卷人 得分
一、填空题

1、青白江区高能级创建国际化营商环境标杆城区的具体内涵是：

答：高能级是青白江创建国际化营商环境的质量体现。作为西南地区首个工业区和成都首个财

政总收入过亿元的区县，进入新时代，中欧班列的开行和成都国际铁路港建设，让青白江站在四川

对外开放的最前沿，为青白江城市转型提供了接续动能，也成为成都和四川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

重要载体。国际通道持续拓展，成都国际班列已连接境外25个城市和国内14个城市，成为西部国际

陆海联运战略大通道的重要口岸。目前，青白江已经拥有自贸试验区、中欧班列、成都国际铁路港、

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成都产业园等对外开放国家级名片，具备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建设国际化

营商环境的良好基础。

国际化是国家和省、市赋予青白江区的光荣使命。青白江顺应国际化城市发展规律，系统推进城

市业态国际化、形态国际化、配套国际化、人的国际化，全面提升国际交往便利度和交流合作紧密度。

高标准规划建设了“一港三城六个特色小镇”，目前欧洲产业城实现从“白纸画图”到“新城落地”，与智

慧产业城、铁路港并驾齐驱，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

二、问答题
评卷人 得分

标杆城区是践

行“敢想、善谋、勇

为、争先”作风的责

任担当。多项改革

走在全国前列：建

成成都市首个国家

级服务标准化物流

园区，探索成立了

独具特色的内陆物

流园区服务体系；在全国首创“双随机、一公开”全覆盖平台，开启跨部门综合监管新模式；在全国率

先推出了邮政通讯地址作为企业住所登记，将住所信息形式审查制改为“申报承诺+负面清单”管理

制度；在全国率先推出多式联运“一单制”；全国首创跨境电商铁路直购进口业务……

2、青白江区围绕高能级创建国际化营商环境标杆城区的总体目标，具体开展了哪几方面

的工作？

答：青白江立足“陆海联运枢纽、国际化青白江”发展定位，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需求，高能

级创建国际化营商环境标杆城区，全区营商环境持续加速优化，主要做好了这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制定科学发展路径。今年初，青白江出台“1+10+N”的“大礼包”，涵盖了世界银行和国家、省、

市营商环境建设最核心的指标。目前，营商环境建设取得诸多突破：企业开办最快实现“3小时领照、8

小时营业”；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审批时间压缩至60个工作日；实现100%涉企事项可“网上办”；94％以

上行政审批事项“仅跑一次”就办结；优化公用配套服务，水电气通讯报装等公共服务集中入驻……

二是做优青白江特色。港口全面施行线上订舱和全程电子放行管理。目前，通过进一步优化通

关作业流程、简化集装箱交付手续，进出口货物的通关时效分别提升34%、49%。成都国际班列和中欧

班列开行量连续三年保持全国“双第一”。以青白江2018年数据来证明，进出铁路港货物总值达120亿

美元、同比增长103%，其中川内货值占比达65%、提高18个百分点。这一亮眼的数据吸引了一大批跨

国企业落户四川，有力助推四川融入全球经济格局。

三是凝心聚力落实减税降费。青白江区大力为企业减负，让企业家们“轻装上阵”。全面实现口

岸和保B基础作业“零收费”；创新关税保函、关税保险等金融产品，凭借保单“先放行后缴费”；大力

推进减税降费，全面落实各项结构性减税政策。事实证明，青白江区一系列的营商环境“大手笔”，正

成为助燃剂，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华宇 图据青白江行政审批和营商环境建设局

农业生产总体稳定

全省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加快
推进脱贫攻坚、推进现代农业高
质量发展，有效控制生猪疫情，农
业生产总体保持稳定。上半年小
春粮食总产量422.9万吨，同比增
长0.8%；油料产量294.7万吨，增长
1.4%；蔬菜及食用菌产量1831.5万
吨，增长4.7%。生猪出栏2754.4万
头，下降4.1%；牛羊禽出栏稳定增
长，牛出栏133万头，增长3.5%；羊
出栏813.2万只，增长3%；家禽出
栏31280.9万只，增长9.7%。

工业生产稳定增长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8.2%，增速比全国平
均水平高2.2个百分点。

分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0.7%，集体企业增长
6.5%，股份制企业增长9.6%，外商
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1.4%。

分行业看，41个大类行业中
有38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增长。其
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
21.5%，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增长12.1%，黑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10.8%，化
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10.3%，医药制造业增长7.6%，酒、
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长7.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6.7%。

此外，高技术产业保持较快
增长，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增加
值增长11.5%，增速比规模以上工
业平均水平高3.3个百分点。

服务业增长较快

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9.1%，增速比全国平均水
平高2.1个百分点。其中，批发和
零售业增加值增长5.7%，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6%，住宿
和餐饮业增长7.1%，金融业增长
7.2%，房地产业增长5%，其他服务
业增长12.5%。

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

上半年，全省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10.1%。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投资同比下降0.6%；第二
产业投资增长7.4%，其中工业投资
增长7.4%；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11.6%。从房地产开发看，房地产开
发投资同比增长17.2%。商品房施
工面积41910.6万平方米，增长
14.9%；商品房竣工面积1864.8万
平方米，下降18.2%；商品房销售面
积6242.5万平方米，增长7.5%。

消费品市场增势稳定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641.5亿元，同比增长10.5%，增速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1个百分点。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
消费品零售额7630.4亿元，同比
增长10.2%；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2011.1亿元，增长11.8%。

按消费形态分，餐饮收入1463
亿元，同比增长12.2%；商品零售
8178.4亿元，增长10.2%。在商品零
售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商品零
售额3379.2亿元，增长8.9%。

熊建中表示，总体来看，上半
年全省经济运行延续了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为全年经济
稳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投资
增长后劲不足、部分重点行业增长
乏力、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仍不
容忽视，经济增长不确定不稳定因
素依然较多，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下半年，着力提升投资后劲，推动
产业稳定发展，积极培育消费热
点，大力培育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全省经济
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2019年上半年GDP增长7.9%

7月16日，成都海关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四
川外贸进出口“成绩单”，四川货物贸易进出
口总值3033亿元，同比增长21.9%，远高于同
期全国3.9%的整体进出口增幅。其中，出口
1696.4亿元，增长27.3%，远高于同期全国
6.1%的整体出口增幅；进口1336.6亿元，增长
15.7%，远高于同期全国1.4%的整体进口增
幅。尤其是今年6月的成绩分外亮眼，当月进、
出口均呈现两位数的增长，其中出口328.6亿
元，增长19.8%；进口230.8亿元，增长18.9%。

“总体来看，上半年四川外贸形势良好。
尽管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四川外贸面临
一系列挑战，但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
变，外贸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加快的趋势没
有改变。”成都海关相关负责人如此分析。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成都保持“领头
羊”地位，实现进出口值2614.5亿元，增长
21.5%，占86.2%。川南、川东部分市州增速大
幅领先全省平均水平，其中，绵阳进出口
102.8亿元、增长36.9%，广元增长63.7%，眉山
增长24.4%。同时，综保区进出口规模列全国
第一。上半年，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进出口
1950.7亿元，在全国综保区中排名第一，增长
29.1%，占四川外贸进出口的比重达64.3%。
其中出口1064.2亿元，增长30.5%；进口886.5
亿元，增长27.4%。

四川人最爱买什么？哪类“四川造”最受
全球小伙伴青睐？从进出口品类看，今年上
半年出口机电产品占主导地位，进口农产品
增加。上半年，四川出口机电产品1398.6亿
元，增长27.1%，占同期四川外贸出口总值的
82.5%。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出
口666.2亿元，增长31.6%；集成电路出口
361.6亿元，增长27.6%；汽车出口29.9亿元，
下降17.3%；手机出口19.9亿元，增长1.1倍。
此外，四川出口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87.8
亿元，增长36%，占同期四川出口总值的
5.2%。同期，四川进口农产品28.5亿元，增长
49.5%，占同期四川外贸进口总值的2.1%。其
中大豆7.9亿元，增加46.2%，鲜、干水果及坚
果2.9亿元，激增72.8倍。

从贸易伙伴来看，上半年，四川对欧盟
进出口539.4亿元，增长44.6%，占17.8%，比去
年同期上升2.8个百分点；对东盟进出口
588.3亿元，增长23.5%；对美国进出口745.9
亿元，增长14.7%，占24.6%，比去年同期下降
1.5个百分点；对日本进出口184.5亿元，下降
6.7%，占6.1%，比去年同期下降1.9%。值得注
意的是，今年上半年四川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进出口继续保持增长势头，进出口
818.7亿元，增长13.1%，占27%；其中，对阿联
酋、新加坡、俄罗斯和越南分别增长70.2%、
59.9%、56.9%和37%。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上半年四川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值3033亿元，同比增长21.9%

成都保持“领头羊”地位

昨日昨日，，四川省四川省
统计局召开新闻发统计局召开新闻发
布会布会，，四川省统计四川省统计
局总经济师熊建中局总经济师熊建中
作为新闻发言人作为新闻发言人，，
发布了发布了20192019年上年上
半年四川经济形半年四川经济形
势势：：上半年四川经上半年四川经
济继续运行在合理济继续运行在合理
区间区间，，呈现总体平呈现总体平
稳稳、、稳中有进的发稳中有进的发
展态势展态势，，主要经济主要经济
指标增速高于全国指标增速高于全国
水平水平、、好于年初预好于年初预
期目标期目标。。

成都商报成都商报--红红
星新闻记者从会场星新闻记者从会场
了解到了解到，，经国家统经国家统
计局审定计局审定，，上半年上半年
四川全省实现地区四川全省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生产总值（（GDPGDP））首首
次突破次突破22万亿大关万亿大关，，
达达2051720517..22亿元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同比增长77..99%%，，增增
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速比全国平均水平
高高11..66个百分点个百分点。。
其中其中，，第一产业增第一产业增
加值加值16311631..55亿元亿元，，
增长增长33..22%%；；第二产第二产
业增加值业增加值84218421..11
亿元亿元，，增长增长77..55%%；；
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
1046410464..66亿元亿元，，增增
长长99..11%%。。

四川
半年报

问：去年，四川提出“一干多支、
五区协同”“四向拓展、全域开放”，全
面助推四川高质量发展。这在今年上
半年的经济数据当中有具体体现吗？

答：今年上半年，成都平原经济
区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2%，川
南经济区同比增长8.2%，川东北经
济区同比增长8%，攀西经济区同比
增长5.7%，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同比
增长7.4%。可以看到成都平原经济
区、川南经济区和川东北经济区的
数据都高于全省。而从成都平原经
济区看，成都市增长8.2%，环成都经
济圈增长8.3%，还要高出1个百分
点。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四川区域协
同发展的格局正在形成推进。

另外，上半年四川省外贸进出
口总额3033亿元，同比增长21.9%，表
明四川全域开放的成效是明显的。

问：2019年上半年四川GDP同
比增长7.9%，相较2018年上半年增
长8.2%有所回落，对此如何看待？

答：虽然和去年相比回落了0.3个
百分点，但需要看到，四川经济是在
去年下半年呈现一个短期回落，而从
今年一季度开始就呈现出一个回升。
今年一季度增长7.8%，比去年四季度
提高了0.1%，二季度增长率又比一季
度高了0.2个百分点。所以从季度来
看，四川经济有一个小幅的回升，呈
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为全年经济稳定奠定了好的基础。

从就业和物价来看，上半年四
川省CPI处于温和上涨的合理区间，
低于全国；全省城镇新增就业57.9万
人，仅仅通过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全
年新增就业预期目标任务的68.1%。
从三次产业比例看出，四川经济结
构正在不断改善。其中第三产业增
加值提高了1.1个百分点，工业产业
中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11.5%。这些指标都呈现了今年四川
经济稳中有进的态势，且可以看出
四川经济运行质量还在提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尹沁彤

焦
点
问
题

焦
点
问
题//

增速比全
国平均水
平高

个百分点

亿元

同比增长

四川省上
半年GDP

第一产业增加值

1631.5亿元
增长3.2%

第二产业增加值

8421.1亿元
增长7.5%

第三产业增加值

10464.6亿元
增长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