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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实施国别交往合作计划
今年与 21 个国家和地区交往合作
重庆去年外交活动一览

与 224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经贸交流，
友好城市达到 45 个

2 月 12 日，记者从 2019 年全市外办
主任会议上获悉，今年，市政府外办将聚
焦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谋划实施国别交往
合作计划，聚焦建设中西部地区国际交往
中心，推动与 21 个目标国家和地区交往
合作。

推动与 21 个目标国家和地区交往合作
2019 年，市政府外办将聚焦内陆开放
高地建设，谋划实施国别交往合作计划。
发挥市领导率团出访带动引领作用，以陆
海新通道和中欧班列（重庆）沿线、航线直
达国家和重点入境客源国、外资集聚和外
贸增长目标市场为重点出访目的地，务实
推动与 21 个目标国家和地区交往合作，丰
富中欧班列（重庆）支线网络，新开通国际
航线 10 条以上，以通道建设带动人文交
流。
全面推动我市与重点国家和地区在装
备制造、IT 及智能产业、汽车产业、医疗、新
能源、航空等产业领域的交流合作。

聚焦建设中西部地区国际交往中心
2019 年，市政府外办将在推动城市国
际化发展上做出更大努力，着力办好大型
国际会议活动、抓好外国领馆工作、开展国
际友好城市交往、推动完善城市对外交往
配套功能、优化城市国际化软环境。
积极参与“智博会”
“西洽会”等国际展
会活动筹办，重点邀请新加坡、韩国、日本、
俄罗斯、德国、乌拉圭等我市交往重点国家
政要、企业来渝参会参展，不断拓宽国际交
流合作渠道。
将广泛开展与各国驻渝蓉领馆的经贸
文化交流活动，积极利用领馆渠道，促进我
市与派遣国之间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
等方面的合作关系。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倩

9 位外国政要来渝
包括几内亚比绍总统瓦斯、
乍得总统代比
据了解，去年全年完成市
领导出访任务 22 批 23 人次。
全年接待包括几内亚比
绍总统瓦斯、乍得总统代比在

2018 年 重
庆来了多少外国政
要？
记者从 2 月 12 日召
开的 2019 年全市外办
主任会议上获悉，
一共 9 位！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倩

内的外国政要 9 位 、部长级

官员 64 位 、友好省（州、市）
长 15 位、驻华大使 17 位。

扩大
“往来朋友圈”

1200 平方米绿化空间，
造在墙上
团结路口堡坎立体绿化项目采用自然式
园林手法，在墙上打造了一个 1200 平方米的
绿化空间。
据了解，
立体绿化使用的 85000 盆植物，
以
佛甲草及蓝辉石竹为主，
并辅以金边吊兰、三角
梅等30 多种其他色叶盆栽植物点缀其间。
这些植物是怎么长在墙上的呢？项目相
关负责人介绍，立体绿化采用了独立卡槽设
计。每一个卡槽相当于一个花盆，固定在墙面
上，
用来种植植物。
每一个卡槽还设有水管和蓄水层，可以对
植物进行独立培养，延长了植物的生长寿命。
除了好看之外，团结路口立体绿化也是天
然的“空气净化器”。立体绿化位于车流量大
的商圈环道两侧，
可以起到较好的防尘效果。

适时更换植物，四季景观各不同
这么多植物种在墙上，
如何养护？

有 10 个国家在渝设立领事机构
2018 年 ，已 有 10 个 国 家 在

渝设立了领事机构、20 个国家在
渝设立签证中心。
广泛开展与各国驻渝蓉领馆
交流合作，协同外国总领馆在渝举
办意大利美食周、奇光异彩新西兰
周、荷兰日、英国威尔士周等活动
近 60 场。

与全球 224 个国家和
地区开展经贸交流

市领导在渝外事活动
近 200 场
市领导在渝外事活动近

200 场 ，促进了一大批对外
合作项目落实落地，其中仅大
型涉外活动累计签约经贸项
目 913 个（含合作协议），人
才 项 目 163

268 名。

个 、引 进 人 才

全年在渝举行的重大外
事活动中，涉及“一带一路”国
家和地区共 34 批，占活动总
数的 35%。

首届智博会期间，成功邀请
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老
挝副总理宋迪·隆迪、蒙古副总
理恩赫图布辛、菲律宾众议院副
议长卡亚塔诺、乌拉圭外长诺沃
亚等五国政要以及来自近 30

个国家和地区的 52 个代表团
313 名 外宾参会，与我市在智

能产业领域合作达成系列共识。
2018 年，促进我市与全球
224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经贸交
流，
市政府外办会同市商务委、
两
江新区、
市中新局等，
先后成功举
办中瑞产业园招商引资推介洽
谈、陆海新通道（原“南向通道”
）
推介会、中欧班列“重庆—明斯
克”
班列接车仪式等活动，
积极吸
引外商来渝投资，深化我市对外
经贸合作。

85000 盆植物 打造出杨家坪这片墙上
“森林”

最近，杨家坪商圈环道团结路口新种植了
85000 盆植物，把商圈环道装扮得春意盎然，
也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
更有意思的是，这么多植物没有一盆长在
地上，
而是全部长在了道路两旁的墙上。
2 月 12 日，记者从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获
悉，团结路口堡坎立体绿化项目已经完工。30
多种植物巧妙搭配，营造出“山水重庆，树林草
地”
的美景，
就像是长在墙上的
“森林”
。

领事机构

杨家坪商圈环道团结路口堡坎上新种植的植物。
记者注意到，这片立体绿化就在杨家坪环
道两侧，
如果靠人工浇灌必然会影响交通。
为了解决立体绿化的养护问题，整个项目
还设计了导水槽和智能灌溉系统。
导水槽可以把水收集起来，统一排放到市
政管网中，不影响路面。
同时，在每个植物卡槽中都埋有汗渗管，
智能灌溉系统通过电磁阀控制汗渗管的喷灌
时间和喷水量，实现定时控制、定点浇水。
目前，团结路口立体绿化在冬天每 12 个
小时自动浇水一次，夏天每 3 个小时浇水一
次。
如果按照每天出动两个工人给花草浇水
计算，团结路口立体绿化采用智慧灌溉系统
后，
一个月可节约 60 次人工养护成本。
团结路口立体绿化还会根据四季变化，适
时更换部分植物，营造出四季变换的景观效
果。
接下来，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将继续结合

山体、轨道、桥梁、构筑物、边坡堡坎等，对全区
立体绿化进行整体规划，确保立面绿化建设可
持续性、系统性和全面性。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刘波

友好城市
全市友好城市达 45 个
围绕
“一带一路”
系统布局国际
友好城市，
全年新促成重庆市与乌
拉圭圣何塞省、江北区与意大利皮
亚琴察市、万州区与白俄罗斯明斯
克州科佩尔区正式建立友城关系，
全市友好城市达 45 个，
友好合作

关系城市达 80 个。
成功举办“2018 中国·重庆国
际友好城市市长圆桌会”，来自美
国、日本、韩国、德国、新加坡等 16
个国家 23 个省州市市长或代表，
分享智慧城市建设的经验与愿景，
有效拓展了国际友城合作空间。
在 2018 中 国 国 际 友 好 城 市
大会上，重庆市获“国际友好城市
交流合作奖”
。

“外卖小哥”有地停车了
两江新区将划设专用停车位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
淳）
“外卖小哥”的出现让日常生活变得更加
方便，但为了送餐而乱停车却影响了人们出
行。
那么，该如何解决困扰已久的“外卖小
哥”
乱停车的问题？
2 月 12 日，记者从两江新区获悉，为进
一步规范新区交通秩序和交通营运秩序，保
障人民群众安全出行，根据市政府统一安排
部署，两江新区成立了机动车综合整治工作
领导小组，开展
“百日”
重点治理，
主要打击摩
托车、电动车违法违规行为，以及机动车非法
营运行为。
针对特殊群体、快递、外卖的停车需求，
两江新区也将划设无障碍停车位和快递、外
卖专用停车位。
如何区分是否是快递业摩托车和电动
车？
将由重庆市邮政管理局第五分局统一核
发快递专用标志，由所属企业统一购买车辆
保险，确保上路车辆专用标志、车辆牌证、车
辆保险
“三齐备”
。
外卖行业摩托车及电动车则由所属平台
公司统一核发外卖标志，
做到
“一人一车一证
一码”。
同时，
在残疾人、快递、外卖摩托车、电动
车停车需求量大的商圈、医院、社区、大型写
字楼等区域，
选择有条件的道路和人行道，
划
设无障碍停车位及快递、外卖摩托车及电动
车专用停车位，完善标志、标线、物理隔离等
交通设施，安排停车管理人员维护停车秩序。
未来，两江新区还将实施分步限（禁）行
管理。对辖区庐山大道、昆仑大道 7：00－
22：00 实施三轮车限行管理，对内环快速路
及以内道路和部分干道实施非渝籍牌照三轮
车禁行管理。持有残联、邮政管理部门核发
相关证件和标志的摩托车，由公安机关办理
通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