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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 记
者 杨 永 芹）2 月 4
日，市交通局和重庆
交通开投集团发布消
息称，2 月 4 日截至
18点，主城区公共交
通 共 计 疏 运 客 流
31.55万人次，较2月
3 日同比减少 3%。
同时，主城已恢复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营
运。

根据市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交通运输防
控组“严格控制载客
率，减小公交拥挤度”
要求和部署，按照每
辆公交车满载率不得
高于60%的标准，为
进一步保障乘客安全
有序出行，重庆交通
开投集团旗下公交集
团正采取多种举措。

结合大数据分
析，公交集团梳理出
客流集中的重点线
路，加密高峰期间公
交车班次密度，采取
提前开班和首班2车
同发措施，保证线路
首班不拥挤，途经站
点无滞留现象。

公交集团通过远
程视频监控系统等信
息化手段，专人对重
点出行线路前3班次
实施实时视频监控，
实时掌握车辆装载情
况及客流出行情况，
调整发班计划。同
时，安排300余名工
作人员对50个主要
客流集散站点，强化现场值守，随时掌握客
流动向，调整发班计划。

一系列举措，让主城市民乘坐公共汽车
宽松度和舒适度进一步提升。

轨道交通方面，轨道集团加大发车频
次，发车间隔由20-30分钟缩短为10-30
分钟。2月4日截至18点，轨道疏运人次较
2月3日同比减少9%。

此外，2月4日起，主城恢复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营运。重庆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要
求网络平台公司监督网络运营车辆每日消
毒，驾驶员佩戴口罩上岗、行驶中适度开启
车窗保持车内通风。乘客应戴口罩乘车，否
则，网约车驾驶员有权拒绝其乘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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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商宇 陈波）2
月4日，记者从重庆市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例行新闻通气
会上获悉，我市26户医药及医疗器械
重点企业相继复产，全市212家供水、
供电、供气等企业，均处于正常生产
状态，生活物资储备数量和品类丰
富，各类民生物资供应有保障，市民
可在家中放心宅。

26户医药及医疗器械
重点企业相继复产

市经济信息委副主任涂兴永介
绍，重庆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一级响应以来，市经信委随即启动
应急工作机制，围绕原料采购、生产
运行、要素保障、物资调度等成立专
项小组，分工协同，迅速推进相关企
业复工复产。

截至2月3日，我市太极、西南药
业、天圣制药等26户医药及医疗器械
重点企业相继复产。特别是对于疫情
防控急需的医用口罩等物资，重点监
测的佰纳、上坤、惠全、双双等15家企
业全部达产，白猫、普康、天圣制药等
消杀用品生产企业也陆续复工复产。

在做好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复工
复产的同时，我市高度重视生活物资
类重点生产企业的复工复产。春节
期间，天友、光大、蓬江食品等一批重
点食品生产企业一直处于生产状态。

近日，恒都、康师傅、红蜻蜓、娃
哈哈、涪陵榨菜、西南盐业等56户重
点生活物资企业也实现复产。总体
来看，这些企业的快速复工复产，为
市民所需各类生活必需品提供了有
力保障。

212家水电气企业供应正常

能源要素保障工作方面，春节期
间，全市212家供水、供电、供气等企
业，均处于正常生产状态。对于重点
医疗和生活保障企业，市经济信息委
会同水电气保障部门建立了“一对
一”服务机制，加强日常维护，及时解
决出现的问题，为企业正常运行提供
了有力保障。

涂兴永表示，下一步我市将强化
重点医疗物资企业生产。继续会同

各区县派驻现场工作组全力服务好
重点生产企业，“特事特办”解决资金
筹措、用工组织、扩大产能、物流运
输、能源保障等各方面、各环节的各
类问题。继续把原料采购作为生产
组织的重中之重，统筹抓好原材料集
中采购工作。

保障重点生活物资企业生产。
始终把生活必需品物资生产企业的
复产复工作为重点任务抓实抓细抓
好，特别是针对粮油奶肉以及其他农
副产品。

支持重点生产企业扩产上量。
我市聚焦疫情防控工作紧缺的医疗
物资和生活物资需求，对能够生产、
转产、复产的有关企业，给予专项政
策支持帮扶，引导企业开足马力生
产，扩大产能、扩大增量、扩大供给，
夯实重点物资保障的基础。支持有
条件的企业扩大产能和增加品种，支
持有生产能力的企业尽快转产供应
医疗防护物资。

抓好生产企业能源要素保障。我
市强化对煤电油气运供需状况的动态
监测，加强精准调度，特别是重点做好
医疗机构、药品器械生产企业、生活物
资生产企业、居民生活的水电气保障
工作，确保不因停水停电停气导致企
业停工停产。积极协调金融机构，帮
助解决企业生产所需的资金需求。

指导生产企业搞好疫情防控。
会同各区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加强对
复工复产企业防疫防控指导，特别对
加班加点生产口罩、防护服、酒精、消
毒液、粮油食品等企业，积极帮助企
业解决在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中的
具体问题。

加强复工复产企业监测工作。
会同区县政府建立全市工业企业复
工复产运行监测机制，全面掌握全市
工业企业复工复产情况。

生活物资储备数量和品类丰富

市商务委副主任彭和良介绍，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市商务委通过电视电话会、远程办
公调度、现场指导督办市场供应保障、
物流配送、商务领域防护物资和企业
运行情况，确保各项措施落实落细。

突出抓好28家市级重点民生保
供企业运行监测，“一对一”帮助企业
解决实际问题。组织重百、永辉、沃
尔玛、家乐福、麦德龙、双福国际农贸
城、德佳食品等大型商贸企业，通过
签订保供协议、提前备货、强化库存
储备，加强货源组织，确保市场供应。

利用电商的优势，提供“无接触
配送”服务，应对市场需求。建立区
县、企业反映问题每日收集、每日汇
总、每日督办工作机制，第一时间协
调解决超市、农产品批发市场、食品
加工企业、电商物流配送中心等复工
复产问题。

为有效应对猪肉市场货源偏紧
的问题，延长主城区政府储备冻猪肉
投放时间，从2月1日起继续投放，增
加主城区储备冻猪肉投放网点，新增
沃尔玛（重庆）购物广场10个门店为
投放点，主城九区永辉、新世纪、重客
隆、家乐福和沃尔玛5家超市共设立
119个网点。截至目前，共投放政府
储备冻猪肉1646吨，有效增加了市场
供给，稳定了市场预期。

市商务委还指导、督促各区县扎实
开展大型商场、超市、农贸市场、加油站
等经营场所卫生整治工作，做到消毒杀
菌全覆盖，在保证群众基本生活需要
的同时，确保商贸经营场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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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见担当
坚决守护好抗疫资金血脉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防
控疫情是当前首要的政治任务，更是共
产党员在艰难时刻的光荣使命。为此，
建行重庆市分行党委号召，全行党员干
部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总分行党委要
求，各级直管领导干部站出来，全行共
产党员站出来，党员冲锋在前，坚决做
到“四个带头”（带头扛起使命、带头展
现担当、当头服务群众、带头防范疫
情），为坚决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积极贡献。

疫情防控刻不容缓，资金保障尤
为重要。建行重庆市分行坚决履行国
有大行的责任与担当，第一时间组建

“应急沟通群”，通过总分行联动、强化
柜面业务指导等多措并举，确保防疫
资金的及时支付与清算。截至1月28
日，建行重庆市分行共完成重庆6个
区县财政局及其预算单位的紧急疫
情防控资金拨付累计笔数171笔，合
计金额3425.56万元。

大灾面前有大爱，此时，全国的救
助款项都在涌向湖北疫区，建行人也
在贡献自己的力量。建行重庆市分行
认真做好向湖北防疫专用账户捐款或
汇划防疫专用款项免收手续费相关工
作的部署安排，确保捐款及时到帐，手
续费应免必免。

与此同时，建行重庆市分行所辖
各分支机构也积极行动起来，开通疫
情防控金融服务绿色通道，以高度的
责任感和执行力，积极响应政府机构、
医疗单位、疫情防控部门金融服务需
求，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1月27日，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引起旅客集中退票，成都铁路
集团重庆资金结算室急需大额取现，用
于支付退票款项。“客户的需求就是命
令！”建行重庆市分行对客户疫情防控
应急金融服务需求第一时间响应，迅速
调拨现金、落实钞车、安排线路，为该笔
资金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中山路
支行作为客户经办机构，保持与客户的
沟通联系，配合分行将670万元现金安

全及时送达客户单位，解决了客户的燃
眉之急。“关键时刻，建行的服务效率就
是高！”客户单位负责人竖起了大拇指。

发挥新金融优势
铺建“战疫”服务快速通道

非常时期，非常保障。在这场战
役中，岗位就是战场，建行重庆市分行
上下一条心，协同大作战，明确疫情防
控个人金融服务专线，全力保障业务
应急处理，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相关金
融服务政策的宣传告知，确保各项关
乎民生的金融服务不因疫情而中断。

1月27日，某客户汇出的180万
“治病救命钱”因假期跨行汇款大额支
付系统关闭而不能及时到账，建行重庆
市分行获悉以后，及时联动建总行多个
部门协调处理，仅用十几分钟让款项顺
利划出，解决了客户的燃眉之急。

面对当前严峻的疫情形势，政府
号召普通市民尽量呆在家里避免外
出。为了让市民足不出户便能享受到
优质的金融服务，建行重庆市分行的
员工们使出了“十八般武艺”，他们通
过“云工作室”、微信、电话等各类线上
渠道，为广大客户做好疫情期间各网

点营业时间、重点投资理财产品发行、
兑付、延期及办理外汇业务便利化等
各类信息提示，让线上渠道成了为客
户答疑解惑，办理业务的主阵地。

进入疫情防控关键节点，又逢新春
佳节，重庆智慧政务平台“渝快办”成了
市民办事提问的主要渠道之一。作为
智慧政务“总集成”，建行重庆市分行安
排专人全天值班，收集市民反馈问题，
针对疫情相关重点问题及时对接

“12345”市长热线，确保事事有落实、
件件有回音。自1月10日“渝快办”2.0
版本上线以来，建行重庆市分行已累计
解决反馈各类问题100余件，得到重庆
市政府相关部门高度认可。

抗击疫情，责无旁贷。建行重庆
市分行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当
前的重大政治任务，把投身防控疫情
第一线作为践行初心使命、体现责任
担当的试金石和磨刀石，在抗疫战斗
中考验和检验党员干部，全力保障疫
情防控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畅通高效，
做到责任再压实，工作再落实，充分发
挥“新金融”优势，不断为战“疫”成功
贡献金融力量。

彭定锐
图片由建行重庆市分行提供

建行重庆市分行为重庆某医
疗防控物资储备单位建立跨境汇
款绿色通道

““新金融新金融””在行动在行动 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建行重庆市分行全力以赴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坚定信心 同舟共济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建设银行在行动

2020 年 春 节 以

来，为助力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建行重

庆市分行认真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重庆市

委市政府和建总行党

委部署，层层压实责

任，对照落实到位，以

“新金融”力量全面推

进支持疫情防控及金

融服务保障的各项举

措，全力以赴，共同战

“疫”。

建行重庆市分行实现疫情防控物资贷款48小时到位

■ 建行智慧政务“渝快办”搭建疫
情防控信息新通途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进入
关键期，作为重庆市智慧政务平台“渝
快办”的“总集成”，建行重庆市分行发
挥“渝快办”政务服务总门户、总平台、
总枢纽能效，在应急发布、疫情监控、政
策解读、防控知识宣传等方面多措并
举，有效协助市政府建立地区疫情防控
管理机制，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切实有力
的保障支持。

特别是在疫情监控方面，“渝快办”
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监测专栏，对全国疫情数据实时更
新、透明发布；提供疫情概览、最新动
态、防护问答、科普专栏四大方面实时
资讯。市民通过“渝快办”查询疫情信
息达到10万余次。

■ 建行大学重庆市分行分校全面
打响疫情防控宣传战

连日来，面对疫情防控工作的复杂
形势，建行重庆市分行全面落实分层机
制，充分运用“建行大学”、微信公众号

等渠道，向广大市民快速传导疫情防控
知识。建行大学重庆市分行分校第一
时间制作防疫宣传海报，及时传导总行

“建行裕农通”微信公众号中“疫情防
控”专栏及实时资讯信息，为农村地区
防控宣传工作做好了全面部署。此外，
重庆分校在其科普专栏中定期更新预
防病毒、传染控制、生活习惯等图文小
知识，以点带面帮助社会公众知疫情、
懂预防。

■ 建行依托“裕农通”做好农村地
区疫情防控宣传工作

农村地区返乡人员多，疫情防控任
务重。针对这种情况，建行重庆市分行
在现有10493台“裕农通”覆盖全市全
部乡村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裕农通”触
点优势，第一时间搜集重庆本地疫情权
威资讯。一方面通过裕农通公众号、

“裕农通”服务点业主微信群及朋友圈
开展线上疫情防控宣传，另一方面通过

“裕农通”服务点对所在村村民、本地社
群分享触达，线上线下相结合全方位开
展农村防疫宣传教育。

细数建行“防疫战”
48小时！建行速度实现疫情防控

物资贷款快速到位
2月1日中午，建行重庆市分行1亿

元疫情防控应急信用贷款成功汇划到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的帐户上。
这笔贷款将紧急用于采购口罩、消毒
液、防护服等疫情防控物资。此时距离
客户提出贷款申请还不到48小时，“建
行速度”再一次在疫情防控狙击战中交
出了完美答卷。

“微信审批+4321”建行重庆市
分行建立抗疫资金授信绿色通道

1 月 31 日下午，通过微信建群审
批+4321（“四个第一”“三个提前”“二
个延伸”“一个原则”）的方式，建行重庆
市分行“微信审批”防疫企业专属绿色
通道审批通过了1户制药企业、2户采
储企业授信需求，金额超过 5 亿元，从

合规受理到完成审批用时不到半天。
3笔跨境支付 外汇绿色通道全力

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1 月 29 日，作为重庆市医疗防控

物资储备单位之一，重庆某对外经贸
公司接到了从德国和意大利紧急采购
一批医用防护服等疫情防控物资的任
务，当天必须完成汇款。在接到汇款
请求后，重庆建行第一时间启动紧急
业务处理机制，建立跨境汇款绿色通
道，当天内高效完成 3 笔跨境支付，共
计22.1万欧元。

“新金融”的力量
聚焦》》》

本报讯 （记者 李珩）为促进
医疗器械企业快速投产，保障我市
疫情防控医疗物资供应，2月4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药监局获悉，依
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我市在抗

疫特殊时期实施医疗器械应急审批
程序。自开启应急快速审评通道以
来，已应急批准4家企业申报的“医
用口罩”“医用一次性防护服”等产
品7个。

重庆实施应急审批程序助医疗器械企业快速投产

本报讯 （记者 曾立）重庆日
报记者2月4日从市发展改革委获
悉，我市粮食加工企业在全国率先
复工复产。截至目前，全市74家粮

食应急加工企业，已复工54家，复
工率72.9%。预计到2月8日，我市
应急粮食加工企业复工率将达到
90%。

74家粮食应急加工企业已复工54家

本报讯 （记者 夏元）2月 4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经信委获
悉，连日来市经信委、发改委等多
个市级部门组成的市疫情防控医

疗物资保障工作组进驻重点企业，
帮助企业加快生产，目前全市企
业医用口罩日产量较一周前提高
2.5倍。

全市口罩日产量较一周前提高2.5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