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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03

《2019中国进口排行榜》出炉

成都高新区拿了个
全国第一

2019年11月20日
星期三

今天起
成都9条夜间公交线路陆续上线

20日起，又有9条夜间公交线路陆续上线，20日
起新开夜间15路、夜间16路，线路开行工作将于12
月上旬完成，成都市民夜间出行多了新选择。

记者19日从成都公交集团了解到，此举是为进
一步促进夜间经济发展，强化夜间经济公交服务，
线路包括夜间14路（锦园社区-一品天下大街）、夜
间15路（金沙公交站-建材路南）、夜间16路（金沙公
交站-建材路南）、夜间17路（五龙山公交站-地铁
二仙桥站）、夜间18路（华盛路公交站-二环建设南
路口）、夜间19路（曾家坡公交站-红星路广场南）、
夜间20路（成仁公交站-会龙大道）、夜间21路（成都
体育学院航空港校区-二环科华路口）、夜间22路
（金履二路西-地铁红牌楼站）。

这些线路将加强中环全线、龙潭片区、卓锦城
片区、中和片区等居民集中区以及中心城区外围区
域五龙山片区、空港片区、锦园社区等片区与夜间
消费业态场景的联系。

成都公交集团介绍说，届时，成都市夜间公交
线路开行总数达27条，夜间公交服务网络更加完
善，市民夜间出行便利性将得到有效提升。

自成都市推行夜间公交线路以来，所开行18条
线路夜间客流呈现不断上涨趋势，目前日总客流近
1万人次，极大地方便了夜间公交出行的市民，受到
市民欢迎。

具体方案：

夜间15路 起讫点：金沙公交站-建材路南站
线路走向：金沙公交站发出，经锦屏南路、清江

中路、中环路青羊大道段、中环路同和路段、中环路
一品天下大街段、花照壁东街、金府路、中环路洞子
口路段、中环路双荆路段、中环路昭觉寺横路段、中
环路八里庄路段、中环路二仙桥东路段（杉板桥路
调头）、中环路崔家店路段、中环路双店路段至建材
路南站（终点站）。往返一致。

收出车时间：23：00-00：00
夜间16路 起讫点：金沙公交站-建材路南站
线路走向：金沙公交站发出，经锦屏南路、清江

中路、中环路青羊大道段、中环路武阳大道段、中环
路科园大道段、中环路紫瑞大道段、神仙树南路、中
环路火车南站西路段、中环路火车南站东路段、中
环路高攀东路段、中环路锦绣大道段、中环路建材
路段至建材路南站（终点站）。往返一致。

收出车时间：23：00-00：00

站点有变：

“青羊大道南站”更名为“青羊大道双锦路口”
涉及线路13、37、83、100、111、142、175、G103、

209、夜间15路；
取消“新文化宫站”
涉及停靠线路84、309、1157、G66路；
增设“地铁文化宫站”
涉及84、309、G66路；
“青羊大道家园路口”更名为“地铁东坡路站”
涉及停靠线路83、84、100、164、339、422路；
“青羊大道光华站”更名为“青羊大道南”
涉及停靠线路83、84、100、164、339、422、夜间

16路；
“青羊大道草金路口”更名为“青羊大道清风街口”
涉及停靠线路83、84、100、164、339、422、夜间

16路；
增设“地铁龙爪堰站”
涉及停靠线路84、夜间16路；
“地铁龙爪堰站”更名为“武阳大道龙祥路口”
涉及停靠线路84、G62、夜间16路；
增设147路“地铁大观站”；
增设47路“地铁大观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一带一路”打开多元格局

“成都是中国非常具有活力的
城市之一，是成功之都，对于欧盟
各国以及欧盟企业来说，在这里投
资兴业充满着机遇。”11月11日，
第十四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合
作洽谈会（简称“欧洽会”）开幕，现
场，欧盟驻华代表团公使兼副团长
何云腾对成都不吝赞美。

就在这一天，13个中欧合作代
表项目集中签约，合作涉及世界
500强企业、跨国公司、投资贸易机
构、文教机构等，既有“老朋友”，也
有新领域。

众多这样的赞美和签约，汇聚
成更宏观的数据：前三季度，成都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
现进出口额1178亿元，增长18.3%，
占全市的比重为28.3%；对欧盟进
出口总额增长42.1%。其中，对欧洲
出口500亿元，增长53.7%，占全市
出口比重21.4%。

成都外贸经济的另一个亮点，
是东盟。前三季度，成都对东盟进

出口总额增长21.6%，其中对东盟
出口700.4亿元，增长30.5%，占全
市出口比重上升至30%，成为成都
第一大出口市场。

9月22日，广西南宁，“陆海新
通道成都投资贸易专题推介会”
举行，现场签约了新加坡能源进
口项目、汽车主题商城项目等15
个投资项目，签约总金额达162.05
亿元人民币。

“成都造”参与国际分工

“我关注了成都好几年，这是
一个很厉害的城市，2017年是西部
城市进口第一。”魏浩和团队从事
进口经济研究多年，已经连续两年
推出进口排行榜单，每一年，成都
都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指标，让魏浩
记忆深刻。

今年榜单中，成都市在2018城
市进口排行榜中排名第8位。新增
中国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进口排行
榜中，成都高新技术开发区位居全
国第一。

而之所以增加高新区指标，是
魏浩看到了趋势，“高新区是产业
转型升级的一个支撑点。”

在统计的46个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中，成都高新区的进口规模
为279亿美元，占全国总进口额的
1.3%，占46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进口总额的30%。成都高新技术开
发区的进口规模是排名第五位的
3.2倍，是排名第10位的25倍。

数据背后意味着什么？魏浩用
进口产品种类说明，“主要是产业
链中间品，比如智能制造零部件
等，这意味着一个区域内制造业的
发达程度。”

就在11月4日，第二届进博会
开幕前一天，成都在上海锦江饭店
举行“成都市采购签约仪式暨营商
环境推介会”，现场成都企业共签
约了53个全球采购项目。

正如魏浩所言，成都加快构建
现代化开放型产业体系，以高新区
为代表的区域，正在让更多“成都
造”参与国际分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关键词关键词：：综合保税区综合保税区
进出口总额首次位列全国第一

成都高新区为何成绩优异？关
键词之一，是综合保税区。

综合保税区作为设立在内陆
地区的具有保税港区功能的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是我国目前开放层
次最高的特殊开放区域，对发展对
外贸易、吸引外商投资、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

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一区两
园，即成都高新区园区、双流园区）
去年完成进出口总额3521.1亿元，
进出口总额首次位列全国综保区
第一位。

今年1~9月，成都高新综合保
税区（以下简称“成都高新综保
区”）实现进出口总额2739亿元（不
含双流园区，下同），同比增长
28%，占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的
57%，进出口额连续18个月在全国
近百个综保区中居首位。

成都高新综保区位于成都高
新区西部园区，集保税出口、保税
物流、口岸功能于一身，重点发展
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制造，晶圆
制造及芯片封装测试，电子元器
件、精密机械加工以及生物制药产
业。截至目前，已吸引英特尔、富士

康、德州仪器、戴尔、莫仕等世界
500强及跨国企业入驻。

区内龙头领军企业的业务增
长，持续拉动了外贸整体增长，鸿
富锦、英特尔、戴尔等龙头领军企
业生产线产能持续释放，带动外贸
快速增长。

成都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
度，四川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
4814.4 亿 元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14.6%，远高于同期全国2.8%的整
体进出口增幅。成都高新综保区进
出口总额占四川省外贸进出口总
额的57%。其中，出口1454亿元，同
比增长29%，占全省外贸出口的
53%；进口1285亿元，同比增长
27%，占全省外贸进口的62%。

关键词关键词：：电子信息功能区电子信息功能区
建设进度加速

成都高新区进出口另一个关
键，是电子信息产业。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局以电子
信息功能区建设为中心，整合部
门、街道、第三方专业机构资源，坚
持问题导向，积极打通渠道，通过
整合资源，打通企业服务“最后一
公里”，缩短流程，提高效率，营造
良好的投资环境。

今年以来，成都高新区电子信
息局共组织举办减税降费专家论
坛暨金融服务专场沙龙、企业用工
相关政策解读会、省市区科技政策
解读会、企业服务全要素保障座谈
会等活动31次，从产业生态、要素
保障、创新动能等关键环节，为企
业提供人才、用工、能源、金融、物
流、知识产权等多维度全方位的企
业服务。

目前，成都高新综保区聚集了
一大批电子信息加工制造类企业，
促进区内电子信息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的同时，也拉动了外贸进出口
增长。今年1~9月，成都高新区规上
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2406.75亿
元，同比增长16.81%；其中综合保
税区规上企业就实现产值1991.25
亿元，增长22.87%。

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按照国际化营商环境
建设年的工作要求，大力提升区域
国际化营商环境，不断增强企业获
得感和满意度，充分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构建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产
业生态圈，为成都高新区建设国家
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和世界一流高
科技园区提供强大的软环境竞争
力，进一步推动四川省外贸转型升
级和创新发展。

中国高
技术产业开
发区进口排
行榜中，成都
高新区居全
国第一

成 都 高 新 区
进口规模：

279亿美元

成都高新区去
年进出口总额：
首次突破

3000亿元

有贸易往来的
国家（地区）：

174个

四川这些高速
规划有调整

近日，经四川省政府同意，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正式印发《四川省高速公路网规
划（2019-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

记者注意到，《规划》进行了局部优化、适当补
充、新增规划研究路线等，进一步完善四川高速公
路网布局。

在既有规划路线优化方面，10条路线性质调
整，从远期展望线调整为规划路线，包括尕里台－
郎木寺、乐山－云南、西昌－宁南、新都桥－巴塘、
马尔康－德格、马尔康－康定、炉霍－康定、永郎－
会理、攀枝花－盐源、绵竹－茂县等高速公路，意味
着这10条线路有可能在规划期内落地实施。

3条高速公路线位调整，根据发展实际需求变
化，井研－宜宾线位调整为成都－宜宾、蒲江－丹
棱－井研线位调整为蒲江－夹江－井研、永郎－会理
和乐山－云南的省界段调整为德昌－会理－云南。

而绵阳－中江高速公路因功能可替代，被调减。
《规划》坚持突出南向、提升东向、深化西向、扩

大北向，进一步补充对接周边省（市）的进出川高速
公路，增设：重庆－赤水－叙永－盐津（含合江支
线）、内江－大足、万源－城口、九寨沟－迭部－若
尔盖、井研－资中－铜梁、绥江支线、永善支线。

同时，结合交通运行分析，通过扩容提升东西
南北四向综合交通走廊通行能力。既有规划对成
都－广元、成都－雅安、成都－南充、成都－隆昌、
成都－乐山、成都－彭州、成都－仁寿等交通繁忙
路段进行扩容。

《规划》新增扩容路段：成都－邛崃、仁寿－泸
州－贵州、遂宁－重庆、宜宾－泸州－重庆、广元－
达州－重庆、陕西－达州－重庆、南充－广安－邻
水、南充－武胜－重庆。扩容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
原路加宽改造，二是另选通道修建新线。

《规划》还补充了多条对于发挥路网效率具有
重要作用的路线：增设天府新区－眉山－乐山高
速；增设乐至－资中－自贡－犍为高速；增设南
江－盐亭、峨眉－荥经、南充－仪陇、青川－剑阁高
速；增设古蔺－仁怀、大竹－垫江、开江－梁平、会
东－会泽高速；增设彭州－汶川、茂县－江油－盐
亭、峨边－马边－新市、昭觉－普格－会理高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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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三季度

成都外贸出口总额增速
领跑副省级城市

前三季度，成都实
现 进 出 口 总 额

4156.1亿元，同

比增长18.6%

前三季度，成都民
营企业进出口额增长

38.7%

成都外贸
发力

民营企业
亮眼

经济全球化，进出口经
济意义重大，成都再次获得
关注。近日，南京大学长江
产业经济研究院发布了
《2019中国进口排行榜》，
四川在2018省市进口排行
榜中排第10名，成都市在
2018城市进口排行榜中排
名第8位。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
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进口排
行榜中，成都高新技术开发
区高居全国第一。

城市经济三季报相继出炉，外贸
备受关注。目前，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
市中，13个城市公布了对外贸易数据，
其中，成都以18.6%的进出口总额增
速，位居副省级城市第二，以24.2%的
出口总额增速，位居副省级城市第一。

取得这个成绩并不容易。1~9月，
全国外贸增速较1~6月放缓1.1个百分
点，20个重点城市中已有6个负增长，
15个副省级城市中，10个增速较1~6
月放缓——此轮成都“逆势”增长。

在《2019中国进口排行榜》撰写
者——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
理学院教授、国家进口研究中心主任
魏浩看来，数据背后是城市吸引力和
经济趋势，“我们持续研究了两年，成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城市。”

排行榜从省市进口、城市进
口、进口来源等角度，对中国进口
情况进行了分析。中国高技术产业
开发区进口排行榜中，成都高新技
术开发区高居全国第一。在统计的
46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成都
高新区的进口规模为279亿美元，
占全国总进口额的1.3%，占46个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进口总额的
30%。成都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进口
规模是排名第五位的3.2倍，是排名
第10位的25倍。

数据显示，成都高新区去年进
出口总额首次突破3000亿元，实现
3378.2亿元，创历史新高。

成都高新区外贸进出口呈现
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提升、外
资企业主力军地位明显、对“一带
一路”国家（地区）出口快速增长等
新特点。其中，以机电产品为主的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728.8亿元，占
全区出口总额的97.6%。有贸易往
来的国家（地区）174个，贸易“朋友
圈”不断扩大。

全国第一 成都高新区贸易“朋友圈”不断扩大

解码 成都高新区，为啥你这么优秀

解码 成都领跑，秘诀何在？

9月8日，最新一批二手车搭
乘中欧班列（成都）出口，运抵俄
罗斯沃罗滕斯克，进入莫斯科等
城市销售。

负责此次出口的企业——
成都速骓进出口有限公司是一
家民营企业，公司负责人苏飞翔
透露，该公司已与俄罗斯、美国、
德国等10个目标市场经销商签
署了意向采购协议。此前，这家
公司已进军柬埔寨、蒙古国、哈
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

这是成都对外贸易的一个
缩影。前三季度，成都实现进出
口总额4156.1亿元，同比增长

18.6% 。其 中 ，实 现 出 口 总 额
2336.6亿元，增长24.2%；进口总
额1819.5亿元，增长12.1%。

成都速骓进出口有限公司
并非唯一主角，一个趋势是，前
三季度，成都贸易结构优化调
整，民营企业占比提升，民营企
业进出口额增长38.7%，占进出
口总额比重为18.3%，比上年同
期提高2.7个百分点。

“二手车”也不是唯一主角。
前三季度，高附加值、高技术含
量商品出口快速增长，涡轮发动
机、集成电路、液晶显示板出口
额增长31.3%、37.1%、2倍。

进出口总额增长18.6% 民营企业表现抢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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