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王为薇

重庆由码头而集市，由集市而城池，
依山而建，凭水而兴。

嘉陵江与长江交汇而成的“舌尖”朝
天门码头，自古便是这座城市的地标。 直
到今天， 这一带仍是重庆最繁华的商业
批发零售区。

自码头兴起， 有一个群体便在此落
地生根， 用一根扁担挑货为生。 这一以

“棒棒”为名的劳工群体，无疑占据了重
庆码头文化的重要一席。

5月26日早上5时，64岁的吕绍华带
着棒棒和手机出门了。 妻子还在睡觉，他
走得静悄悄：“她白天在银行做清洁工，
累得很，一个月挣2000块钱。 ”

老吕做“棒棒”近40年，从早年帮
客人挑行李，到后来给纱厂挑麻纱。 如
今，他的业务已萎缩为挑服装、鞋类。
他指着布满道路两旁的货车说：“路越
修越好，沿山交通越来越发达，‘棒棒’
的生意越来越冷清。 ”

直到上午8时， 老吕的生意才开张。
如他所言，记者看到，街上的“棒棒”不少，
可真正有货可挑的却不多。

以前，“棒棒”们的挑货轨迹是从码

头到批发市场，而今，范围已大大缩小。
“现在就是将批发商的货挑到零售商
的车上。 ”

老吕去批发市场提货只花了4分钟。
返回时，他挑着近50公斤鞋子，要爬102
级台阶，花了13分钟。 爬到第52级时，他
喘着粗气放下担子。 后方较他年轻的“棒
棒”接连超过他。

“棒棒”大军里没有年轻人，起步价仅
5元，依路程远近、阶梯数量、陡峭程度适
当加价，最多10元。 老吕说：“我儿子就在
重庆开摩的，他怕累，嫌钱少，不肯当‘棒
棒’。 ”

虽然越来越力不从心， 有时一天下
来才挣三四十元，老吕还是不愿回老家。
“‘棒棒’生意虽不好，但比种田强。 ”

送完货，借着抽根烟的工夫，老吕聊
起了吃货们最关心的重庆火锅。“川味火
锅源于重庆，重庆火锅源于‘棒棒’。 ”

“也是因为穷。 ”原来，当时沿江的一
些屠宰场宰杀牲畜后，将下水扔到江里。
“棒棒”们捞起这些平日里吃不上的“肉”，
在河滩上架起锅子，将下水和蔬菜煮熟，
蘸点儿盐巴辣椒吃， 就成了重庆火锅的
雏形。

后来，一些看到商机的“棒棒”做起
了火锅零卖贩子。 担头置泥炉，炉上置分
格的铁盆，盆内的卤汁合着毛肚、鸭肠翻
煎倒滚。于是，河边、桥头一帮子“棒棒”围
着担子各自认定一格，且烫且吃，补充体
力。“现在的火锅登堂入室，‘棒棒’们吃不
起喽。 ”

沿朝天门码头下行6公里，是寸滩
港集装箱专用码头， 吊车将一个个集
装箱送上货船；10公里外，现代化的果
园港已完成通信平台构建……港口智
能化、交通便利化，重庆日新月异。“棒
棒” 们还是一根扁担， 还是有限的体
力，一直未曾改变。

望着老吕佝偻的背影，记者想，山
城还在，码头还在，火锅还在。 但明天，

“棒棒”还会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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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曾楚禹 张尚武

6月 18日， 内陆首个国家级新
区———重庆两江新区将满5岁。

站在长江岸边的果园港， 东眺长江
经济带，西望丝绸之路经济带，两江新区
恰好位于两带交汇的战略枢纽。

5年来， 重庆精耕两江新区“试验
田”，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以改革催生
活力，以创新激发动力，奏响了内陆开
放最强音。

改革探路，
催生行政和市场活力
两江新区覆盖长江以北、 嘉陵江

以东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跨江北、渝
北、北碚三个行政区。

地处都市功能核心区， 新区如何
处理与所属地方行政区的关系？ 从挂
牌开始，决策者即深思这一问题，大胆
探路先行。

不同于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两江
新区管委会分别与三个行政区组建开

发公司，平行推进新区开发开放。
2010年8月18日， 水土高新技术产

业园动工。新区管委会出资55％，产业园
所在的北碚区政府出资45％， 双方共同
组建开发公司，形成利益共享、齐推共建
的开发模式。 此后，按照同样比例，两江
新区又分别与江北、渝北组建鱼复、龙头
两大工业园，共同推进新区开发。

眼下，内陆许多开发区，与当地行政
区在招商、项目上存在激烈竞争，导致资
源分散，相互抵消了优势。重庆市社科院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敬称，两江新区的
模式，有效避免了这种“陷阱”。

去年，两江新区尝试“大部制”改革。
例如，工商、质监、食药监就合并为市场
监管局，实现一个部门管市场。收拢审批
权，由审批科一个印章管审批。 改革后，
内设机构减少三分之二， 半数以上机关
人员充实一线。

政府“瘦身”，市场活力倍增。 2014
年，两江新区新设市场主体8234户，注
册资本超1000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80%、70%。

机制创新，
构筑“大通关、大开放”平台

5月26日， 记者来到两江新区果园
港。 远远望去，新建的16个5000吨级泊
位气势宏大， 设计年通过能力3000万
吨。“渝新欧”抵达这里，长江经济带与丝
绸之路经济带无缝对接。

而在两路寸滩保税港区， 一排排集
装箱货柜整齐列阵，作业繁忙。工作人员
称，由于保税降低了成本，这里每天进出
口货物达1000多标箱，货值超过5000万
美元。

物流不足，开放平台欠缺，是制约内
陆开放的重要瓶颈。 两江保税港区公司
副总经理黄曲称，为打破瓶颈，两江新区
创新机制，构建保税、金融、信息、物流、会
展五大平台，支撑起内陆开放的大格局。

在两江新区的寸滩和果园港， 海关
试点“一次报关、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
内陆出口直通模式，通关时效从原来的6
小时，缩短到现在的2小时。

在两江新区的水土高新园， 集离岸

和在岸业务于一体的国际大数据处理平
台，已经投入运行。以两江新区为中心的
“信息高速公路”，100毫秒内可以覆盖整
个亚太地区。

下有陆家嘴，上有江北嘴。两江新区
打造以江北嘴中央商务区为核心的现代
金融平台，互联网金融、跨境支付、结算
等金融新业态异军突起。

5年来，两江新区世界500强企业入
驻数量从最初54家增加到129家；进出口
总额从33.7亿美元增长到515亿美元，年
均增长逾70%。

产业集聚，
与全球同步转型升级
在两江开发集团， 一张产业聚集的

“云图”引人注目：亚洲最大的笔记本电
脑生产基地、内陆首个国际云计算基地、
世界领先的光电显示集群、 通用航空产
业集群……

“内陆新区，搞传统过剩产业，归大
堆、垒产值肯定更快，但很快将背上被迫
转型的沉重包袱。 ”两江新区党工委副书
记曾箐华说，瞄准与全球同步，两江新区
力推产业转型升级。

到两江国际汽车城走一圈， 现代化
的汽车产业集群令人惊叹。 仅西城北部
新区， 便集聚了5家整车厂、3个发动机
厂、1个变速箱厂、2个研发中心、80多家
配套企业， 可年产130万辆整车、100万
台变速箱、145万台发动机。 2014年，重
庆汽车产量居全国第一， 突破260万辆，
其中逾七成产自两江新区。

在鱼复工业园， 年产30万台整车
的北京现代汽车一期工程， 正在紧张
施工。 现场负责人说：“现代汽车落户
两江新区， 主要是看好这里强大的配
套能力。 ”

“与汽车产业一样，笔记本电脑也
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曾箐华介绍，
立足本地配套、本地研发、本地制造，
两江新区已成功吸引惠普、 富士
康等IT巨头，形成“5家品牌商+6
家代工商+800家配套商” 的笔电
产业集群。 不仅如此，两江新区还
引进这些品牌商的全球结算业

务，将加工贸易“微笑曲线”全程留在区
内。 目前，全球每5台笔记本电脑中，就
有1台产自“两江”。

大块头的产业集群稳住阵脚，新能
源汽车、机器人、页岩气等9大新兴产
业加紧推进；20多家境内外金融机构
和总部机构入驻，软件开发、服务外包、
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前来“扎堆”，现
代服务业加速崛起。

民生普惠，
让农民变为市民

为了两江新区的建设，需要拆迁的
农民达38万之众。 如何顺民意、惠民生？
两江新区管委会提出，“有情”发展，加快
农民变市民的“角色转化”。

5月27日上午，记者来到两江大道附
近的和合家园，这是融合了两江新区“一
改六好”理念的新型安置小区。 小区负责
人介绍，“一改六好” 是指建设安置房时，
将划拨地变成出让地，把传统的限制性产
权安置房改变为完整产权的定向商品房；

“六好”即地段好、户型好、质量好、配套
好、环境好、物业好。

小区绿树成荫，医院、学校、广场配
套齐全。 在附近居民眼里，这里的环境，
比众多商品楼盘还高出一个档次。

安居更要乐业。 为解决拆迁农民的
就业难题，两江新区管委会规定，引进企
业要拿出15%的岗位， 安排拆迁农民就
业。 仅长安汽车5月份就招聘400名农民
进厂。 至今，公司已累计招聘2000多名
农民，培训后都变成了产业工人。

5年来，和合、和韵等安置小区坚
持每月办培训班，请管委会、社区工作
人员和专家为大家上课， 讲授文明礼
仪、 城市生活安全常识和有关法律法
规知识。 和合家园工作人员称，经过培
训后，车子乱停、垃圾乱扔的现象基本
消失，住户的文明素质提高，生活的幸
福指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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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楚禹

重庆两江新区管委会大门 ，
气势恢宏，一匹通体殷红的马，踏
浪飞奔，如一团跳跃的火。

门里一匹马 ，分明是个 “闯 ”
字。 重庆人说，一个“闯”字，表现
的是两江新区先行先试、 勇于探
路的胆识和决心。

因为敢为人先的“闯”，两江新
区激起全面深化改革的浪花， 从顶
层设计到大部制改革，政府“瘦身”，
优化服务；市场“显灵”，活力奔涌。

因为有勇有谋的 “闯”，“渝新

欧”一路向西，打通大动脉；果园港
牵手长江， 让重庆从长江经济带的
“龙尾”变身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桥头
堡，内陆腹地跃身开放前沿。

也因为笃定了“闯”的担当，我们
看到，两江新区内，产业在聚集，新城
在崛起，家园在变化，民生得实惠。

敢为人先，奔闯向前，多么熟悉
的字眼。在湖南人的血性里，这样的
字眼不是经常被提及吗？

走两江，看湘江，刚刚挂牌的湘
江新区，一样要有“闯”的胆略和勇
气，一样要有“闯”的担当和谋略，直
到闯出新未来，奔向锦绣前程。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渝新欧”是连接中欧的第一
条国际铁路货运专线，开通已有4
年多。 这条铁路货运线起点为重
庆铁路西站， 从新疆阿拉山口出
境，历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6
国，抵达德国杜伊斯堡。

5月27日，“奔向长江”采访组
在重庆了解到： 在目前国内众多
开往欧洲的班列中，“渝新欧”始
终保持领先优势， 其开行数量和
货值占到总数的八成以上。

“渝新欧”，何以能独占鳌头？

让“高级货”走出去
一条铁路，连接了两大洲，也

打开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市场。
据重庆市经信委统计， 截至

2014年底， 重庆市已开行“渝新
欧”233班（含16班中亚班列），进
出口贸易额68亿美元。 今年，“渝
新欧”计划开行班列300班，其中
去程150班、回程150班。

“渝新欧”的常态化运行，得
益于一个稳定的中高端基础货
源———笔记本电脑。

重庆是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
脑生产基地，全世界每生产3台笔
记本电脑，重庆就占了1台。 惠普、
东芝、 华硕等全球巨头均将大量
订单放在重庆。“渝新欧”班列中，
笔记本电脑占货运总量的一半。

重庆市发改委介绍，“渝新
欧”目前实行“1+N”运行模式 ，

“1” 是以重庆至德国杜伊斯堡为
主线，“N”则是根据客户需要选择
沿线途经的国家城市作为集结点
和分拨点。 搭乘“渝新欧”的中国

货，目的地不一定是杜伊斯堡，在
沿线国家也可“下车”，吸引更多
货源。

把欧洲货“捎回来”
继“渝新欧”之后，“蓉新欧”、

“汉新欧”、“郑新欧”、“湘欧快线”
等10余条国际货运班列也相继开
行。 但都面临回程货物不足的困
境。 今年一季度，我国的中欧班列
中，回程发送箱比例不足15%。

“渝新欧”也是在开通两年后
的2013年，才迎来首趟回程班列。
直到2014年7月，重庆整车进口口
岸获批，“渝新欧” 回程货才有了
新突破。

重庆市联合各方解决了沿线
快速通关、检疫等诸多难题，从德
国等地进口的整车，能够从“渝新
欧”运回重庆。

5月29日， 一列载有30辆奔驰
轿车的“渝新欧”回程班列，在历时
15天后抵达重庆。 这是“渝新欧”今
年运载平行进口车以来， 数量最多
的一批次车。

平行进口车， 是指不依托国内
总代理商进口渠道，而从原产地直
接进口的车辆。 今年重庆的平行
进口车将达1500辆， 由于省去了
中间环节， 平行进口车的价格一
般便宜10%至20%不等。记者在重
庆最大的平行进口汽车市场———
华璞城汽车广场看到， 平行进口
车才亮相，就被市民“热抢”。

现在， 重庆还在申报设立进
口原木、植物种苗等指定口岸，一
旦申报成功，从欧洲进口的家具、
花木也将跻身“渝新欧”的回程货
运单。

码头在，“棒棒”在

“闯”出来的新区

“渝新欧”，为何独占鳌头

5月25日， 一名棒棒挑着货物行走在重庆市里。

5月27日，重庆火车北站，记者合影。

5月25日晚， 灯火璀璨的渝中半岛。 本版照片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