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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2月5
日，市交通局发布消息称，截至2月4
日，我市高速路网共开辟绿色通道
153条，累计办理绿色通行证434个，
其中跨省通行证54个；1696吨医疗
应急、生产生活等重要物资实现在我
市高速公路网快速通行，有力保障了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为切实把交通运输疫情防控各项
工作抓实抓细，市交通局快速响应，专
人负责，全天候开展绿色通行证办理，
设立值班电话89183000，24小时接
受应急物资、人员运输和政策咨询服
务。根据车流量变化情况，及时与高
速公路执法、管理单位协调，迅速开辟
应急运输车道，实现应急运输车辆即

达、即走。
简化流程，快速办证。市交通局

积极推广“互联网+办证”模式，创新
推出电子版绿色通行证，通过点对点
传送电子版本，帮助驾驶员自行下载
打印通行证件，最大限度缩短办证时
间。特别是对个别执行应急保供任务
的车辆，采取柔性管理方式先放行后
补证，确保应急车辆走得通、走得顺、
走得快。

精准施策，快速联动。对市内应
急运输车辆，建立完善高速执法、管理
单位协作机制，强化应急运输的运行、
调度、指挥，着力保障高速路网运行高
效。对跨省应急运输车辆，建立完善
快速沟通协调机制，强化部门、区域协
同。重庆为始发地的跨省应急运输车
辆，推出“1小时”办证，协调跨省通行
服务。对始发地为外省的跨省入渝应
急运输车辆，主动与车辆始发地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建立通报机制，启动应
急预案，由我市核发绿色通行证，确保
应急车辆及时、快速通行。

优先免费，快速通行。对运送医
疗防护物资和防疫工作人员的车辆，
实行“三不一优”政策，即不检查、不停
车、不收费，保障高速公路优先免费通
行。对运送其他应急、生活、生产等保
障物资的车辆，落实优先通行政策，确
保政策不折不扣执行到位。

全天办理绿色通行证，创新推出电子版

重庆力保高速绿色通道顺畅

□本报记者 曾立

“停车！”
“请打开两侧车窗，检测体温。”
“所有人员，请到前面登记。”
……
2月5日零时，睡梦中的重庆城，

一片静谧。在距离重庆主城约100公
里的渝广高速公路双槐服务区，数十
名工作人员戴着口罩，紧张而有序地
忙碌着。

这里，紧邻四川，是重庆高速公路
21个省界入口之一。24小时不间断
对入城车辆、人员进行检测、登记、排
查，是双槐服务区当前的头等大事。

“哪怕漏检一辆车、一个人，都是对
全城人民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寒风
中，重庆渝广梁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巡
查管理部经理黄中兵告诉记者，自1月
25日起，由重庆高速集团、区县卫生部
门、交通执法三支队伍组成的现场工
作小组，已经在这里奋战了12天。

登记数据可查行踪

夜色中，记者看到，渝广高速公路
在邻近双槐服务区的地方，被夜间频
闪灯、反光锥标等扎断，然后通过这些
标志，将车辆引入服务区。

双槐服务区内，工作人员等候在
两旁。

交通执法队员示意停车，并让司
机打开车窗。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
立即上前，对车内所有人员进行体温
检测，同时对车辆进行消毒。

若体温正常，高速集团的工作人
员便引导车辆到停车位停靠，然后要
求车内人员到指定地点进行登记。登
记内容包括该车辆从哪里来、到哪里
去，车上所有人员的身份证号码，以及
联系电话等。

若体温异常，工作人员则会将其
带领到体温复测点进行复测。如复测
结果依然异常，一旁等候的120救护
车会立即将其运送到指定医院。

“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有潜伏期，所以，对没有发热的人员，
也不能大意。”黄中兵告诉记者，他们
登记的数据每日汇总后，将告知对应
居住地政府，以实现行踪可查。

有人要冲卡？

记者看到，停车场内已有十几辆
车，入口处还不时有车进入。

“这两天车流量回落了，每天检测
车辆大概3000—5000辆，服务区内
开一个车道就够了。”黄中兵告诉记
者，自管控点设置以来，2月2日车流
量最大，服务区内开了5个车道，同时
检测，以避免车辆积压。

正说着，一辆黑色尼桑轿车冲进
服务区。

“停下，停下！”交通执法队员不停
挥动指挥棒。“有人要冲卡？”黄中兵和
其它工作人员立即上前，将车拦下。

车窗打开，一名未戴口罩的男驾
驶员一脸疑惑地问：“干什么？”黄中兵
主动上前说：“请戴上口罩。疫情期
间，请配合检查。”男子从口袋里掏出
口罩戴上，不好意思地说：“不知道要
检查，没有减速，对不起！”随后，主动
下车接受体温检测并登记。

虚惊一场。现场的工作人员都轻
轻吐了口气。

黄中兵告诉记者，疫情初期，确实
有少数驾乘人员对检查工作有抵触情
绪，但随着疫情的发展，绝大多数人都
能够理解、支持，哪怕是湖北籍的车辆
被劝返，也都积极配合，没有发生冲突。

该名男子完成登记后，临上车时，对
黄中兵挥挥手：“你们辛苦了！”黄中兵也
叮嘱道：“别开快了，路上注意安全！”

“大家都平安，是我们的心愿”

深夜的服务区广场上，寒风刺
骨。一小时过去，记者已经手脚冻僵。

记者看到，现场虽然有临时搭建的
板房和两顶帐篷供工作人员休息，但里
面的简易床上，却无一床被褥。

“不是没有，是因为不需要。”黄中
兵指着身后的服务区办公楼，“我们还
在那上面专门安排了休息室，可没有人
去睡觉，大家都是这样整夜地忙碌着。”

一位工作人员介绍，为保存大家
的体力，公司本来也安排了轮流值班，
但疫情面前，许多人都主动放弃休
息。如2月3日，本来黄中兵该休息，
这天还是他女儿的生日。但女儿的生
日蛋糕来没来得及吃，黄中兵又来到
一线，不知不觉又奋战了一个通宵。

“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公司很平
常。”黄中兵说，疫情发生以来，身边涌
现出很多感人的事情。有的人十几天
来一直在一线值守；有的年前刚做完
外科手术，还没等伤口完全愈合就投
身到防疫一线；有的女同志已经怀孕
8月，却不要组织照顾，依然在收费岗
亭忙个不停。

“因为，大家都平安，是我们的心
愿。”黄中兵说。

夜深了，满天星斗下，双槐服务区
闪烁的灯光，忙碌的身影，似乎让夜也
变得温暖。

高速公路21个省界入口是车辆进入我市的21扇“大门”——

凌晨直击：重庆防疫最“前哨”

本报讯 （记者 白麟）2月5日，
市邮政管理局发出通告，要求加强对
快递小哥的安全防护，严格执行疫情
期间寄递服务相关规定，并保障寄递
服务渠道畅通运行。

通告要求，快递小哥每日上岗
前要测量体温、戴口罩，勤洗手、勤
消毒，体温正常方可上岗；投递人员
归班后，要再次进行体温检测和消
毒；操作场地每日不少于两次消毒
处理。

快递小哥身体出现异常，要立即
向所在企业及属地社区报告，杜绝瞒
报、谎报等情况发生；快递小哥要熟悉
当地政府对外公布的发热门诊地点及
路线，如出现不适应及时就近就诊；出
现疑似病情，要及时安排就诊，严格遵
照医嘱治疗。快递小哥返岗的，要及
时报告离岗期间的活动轨迹，市外返
渝的严格执行隔离14天的要求；重点
地区的人员暂不返渝，返渝时间另行
通知。

同时，该通告还明确提出快递小
哥收寄物品时，要与客户保持1米以
上距离；严禁收寄野生动物；不建议客
户寄递生冷鲜物品；对重点区域寄来
的邮件快件要及时进行外包装消毒处

理；尽可能将快件投送至智能快件（信
包）箱，避免感染风险。

快递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呼
吁，疫情持续期间，请社区、物管等
支持理解，保障服务民生的邮政快

递车辆通行，配合快递员将邮件快
件存放在指定区域，确保“最后一公
里”投递顺畅，满足人民群众用邮需
求。请消费者根据当地政府及社
区、物业管理等管控要求，主动配合

邮政企业、快递企业的投递派送人
员使用智能快件（信包）箱，或指定
第三方接收点等方式接收邮件快
件，并及时提取邮件快件，减少面对
面接触。

加强对快递小哥安全防护
市邮政管理局：收寄物品时要与客户保持1米以上距离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2月4
日，市交通局出台《做好春节后错峰返
程疫情防控和交通运输保障工作的通
知》。《通知》指出，2月9日-14日，我
市预计将出现客流返程高峰，全市各
级交通部门和单位要高度重视，坚持

“防运并举、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周密
部署”原则，做好春节后错峰返程疫情
防控和交通运输保障各项工作，有力
有序逐渐恢复已暂停运营的交通运输
服务。

《通知》要求相关部门和单位充分
准备，提升交通运输保障服务；细化措
施，严格落实交通运输疫情防控要求；
严格规范和加强乘客测温工作，做好乘

客体温检测及发热乘客移交工作；积极
稳妥，确保全市交通运输网络畅通；精
准摸排，加强重点人员运输保障。

相关运输企业要严格控制交通运
输工具客座率，为乘客隔位、分散就座
以及在交通运输工具内设置途中留观
区域创造条件。同时，要认真做好乘客
信息登记，并加强途中及事后疫情防
控。高速公路服务区、国省干线服务区

等，要加强洗手液等清洁、消毒用品配
备，确保乘客使用流动水洗手、消毒。

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切实保障公路
网有序运行，不得未经批准擅自采取
阻断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公路、硬隔离
农村公路等措施。对设置检测乘客体
温的卫生检疫站要加派力量，缩短车
辆排队等待时间，提升公路通道通行
能力，避免因防疫检测引发长时间、大

范围拥堵缓行。坚决禁止因防疫检测
等任何原因占用应急车道，确保应急
运输车辆快速通行。

《通知》要求对保障防疫应急运输
物资和人员运输车辆及重要生活物资
运输车辆，办理“绿色通道”通行证车
辆，执行不停车、不检查、不收费；运输
船舶优先过闸、优先锚泊、优先靠离
泊，优先便捷通行。

9日-14日将现客流返程高峰
市交通局：严控客座率，尽可能实行隔位、分散就座

本报讯 （记者 商宇 陈波）2
月 5日，记者从重庆市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例行新闻
通气会上获悉，我市出台的《关于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
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二十条政策
措施》，初步估算可为企业降低成本
约200亿元。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米本
家介绍，这20条政策措施主要着眼于
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进一步减轻企业
负担、进一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三个方
面。

在优化政务服务方面出台了五条
措施，包括设立防疫项目绿色审批通
道，开辟物资采购绿色通道，优先考虑
信用良好的中小微企业，建立防疫物
资进出口绿色通道，畅通应急物资绿
色通道。

米本家表示，确保疫情防控重要
物资和重要生产生活物资供应是当前
事关全局的重要措施。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主要
工作来抓的指示要求，不断强化医疗
防护物资、疫情应急物资、重要生产生

活物资等保障，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

在减轻企业负担方面提出了7条
措施，包括减免税收、延期缴纳税款、缓
缴社会保险费、实施援企稳岗返还政
策、减轻公积金缴存负担、减免租金、减
轻企业用电用气负担等，切实减轻企业
负担。

米本家表示，疫情对部分行业特别
是面对面服务业和劳动密集性产业影
响较大，交通运输、餐饮、电影、旅游等
行业收入出现明显下滑。初步估算，通
过降低社保费、减免税收、减轻企业公
积金缴存等措施，可助企业降低成本约
200亿元。

在加大资金支持方面，提出8条
措施，包括确保小微企业信贷余额不
下降、提高贷款不良率容忍度、加大
低成本金融政策资金投入、加大信贷
支持排忧解困力度、加大地方金融机
构服务力度、支持化解企业公开市场
风险、给予融资降成本支持、支持企
业科技创新。这些措施，既落实中央
各项政策，又结合重庆实际创新具体
举措。

市发改委：

可为中小企业降低成本约200亿

本报讯 （记者 商宇 陈波）2
月5日，记者从重庆市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例行新闻通气
会上获悉，我市无明确感染来源的病例
持续增多，请市民警惕粪口传播的风
险，保持清洁卫生。

市卫生健康委党委副书记夏沛介
绍，截至2月5日12时，确诊病例中，男
性 212 例，女性 164 例；年龄最大 84
岁，最小7个月；截至2月4日24时，我
市4个集中救治医院共收治病例333
例，剩余床位867张。累计有二代病例
97例、三代病例8例、社区病例43例；
无外籍人士病例。4日下午陆续有5例
治愈出院。

在已出院的14例病例中，住院时
间最长的18天，最短的8天，平均住院
时间11.6天。5日下午，重庆三峡中心
医院又有1例治愈出院。

近日，针对确诊病例不断增多的
情况，我市加强了医疗救治工作。一
是指导各区县医疗机构进一步规范预
检分诊点、发热门诊、隔离病区（房）、

普通病区（房）等设置和管理；二是高
度重视重型和危重型病例医疗救治工
作，集中最强有力的医疗力量和医疗
机构规范开展医疗救治，规范安全转
运患者；三是要求医务人员通过线上
学习方式，进一步学习防控指南、技术
标准、个人防护知识，不断加大院感防
控力度。

夏沛表示，专家认为目前我市新发
病例的传染来源已从输入逐步转向本
地，无明确感染来源的病例持续增多。
累计确诊病例中，经社区排查转为确诊
病例的有30多例，占比10%左右，这说
明我市的社区排查效果是明显的。早
发现早隔离早治疗是防控的关键。因
此，下一步，我市的重点，仍然是进一步
加强社区排查和重点场所体温检测，严
格落实防、治、管、控各项措施，减少聚
集性传播，严防社区传播。

夏沛强调，我市已出现多次咽拭子
检测为阴性、最后通过肛拭子确诊为阳
性的病例，请市民警惕粪口传播的风
险，做好清洁卫生。

■我市无明确感染来源的病例持续增多
■经社区排查发现的确诊病例有30多例

专家：请市民警惕粪口传播风险

支 持 中 小 企 业 共 渡 难 关 二 十 条 政 策 措 施 解 读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2月 4
日，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
共渡难关的二十条政策措施，涉及财税
领域的有10条。这些措施将释放哪些
红利？2月5日，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
长封毅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此次出台的政策对中小企业面临的
突出性、普遍性和迫切性问题基本上都
考虑到了，对帮助中小企业渡难关、保
经营、稳发展，应对疫情冲击的意义重
大。

“疫情防控加上对中小企业的扶
持，重庆财政将拿出 80亿元左右资
金。”封毅介绍。

比如，此次政策中最大的一笔红利
——社保稳岗，只要是受疫情影响、暂
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不裁员
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都可以向政府申

请返还企业及职工社保缴费，标准为已
缴费的50%、3个月。

比如，将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确
实无力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一
季度的缴纳期限延长1个月，延迟缴费
期间不收滞纳金，不影响参保人员正常
待遇和个人权益记录。

再比如，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疫情
防控相关的货物、工程和服务，可以不
执行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方式程序，采购
进口物资不需审批等。

值得一提的是，为破解企业在融资
续贷中出现的资金周转不灵和过桥转
贷资金困难问题，我市设立了转贷应急
周转资金，2016年来累计为5090家企
业转贷474亿元，间接为企业节约融资
成本14亿元。这次将周转费率再降一
半，从0.2‰下调为0.1‰，将为企业再
省一笔费用。

市财政局：

80亿资金防控疫情及扶持中小企业

二
月
五
日
零
时
，渝
广
高
速
公
路
双
槐
服

务
区
，数
十
名
工
作
人
员
在
寒
风
中
对
入
渝
车

辆
进
行
检
测
、消
毒
。

记
者

罗
斌

摄

二
月
五
日
，渝
中
区
街
头
，快
递
小
哥
在
送
货
路
上
。

记
者

熊
明

摄

本报讯 （记者 周雨 通讯员
陈露）2月5日，荣昌区出台应对疫情支
持企业发展的系列政策措施，用“实打
实”政策和企业共渡难关，帮助实体经
济发展，缓解企业应对疫情不利影响的
压力。

在加大金融政策支持方面，荣昌要
求区内各金融机构不得抽贷、断贷、压
贷，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开通融资绿
色通道。

针对小微企业反映的生产经营困
难和压力，文件明确提出要确保这部分
企业在2020年信贷余额不低于2019
年同期余额，且要充分运用转贷应急周
转资金，给予续贷或展期。

除提供金融资金支持外，荣昌还在
保障用工、稳定人力队伍方面提高企业
抗击疫情冲击的能力。对未裁员或裁
员率符合政策的参保企业，可按上年度

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70%给予奖
励，对新入职员工参保的参保企业，可
给予200元/人的一次性补助，帮助企
业节约人力成本。

在降低企业要素成本方面，荣昌
在水、电、气等方面给出“干货”，帮助
企业渡过难关。通过这些举措，预计
在2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可为全
区企业降低要素成本 1320 万元，其
中降低用水成本 20万元，降低用气
成本700万元，电费降低近600万元；
对企业还给予租金补贴700万元、物
流补贴100万元等措施来降低成本，
兴荣公司、宏烨公司、昌元化工、洽洽
瓜子等一批租金或物流成本高的企
业将从中受益。

此外，荣昌还在优化税务服务、
支持研发资金等方面为企业减税降
费。

荣昌：出台系列政策助企业战“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