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6CHONGCHONGQINGQING DAILYDAILY

20202020年年44月月33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编辑编辑 袁文蕙袁文蕙
美编美编 何何 洪洪

价格投诉 12358 消费者申诉举报 12315 电力投诉 95598 自来水投诉 966886 燃气投诉 67850498 电信用户申诉 12300 质监投诉 12365 交通服务热线 96096 旅游质量投诉 63866315 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投诉 63672076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白麟）
4月2日，重庆银保监局召开2020年
一季度新闻发布会，公布重庆银行保
险机构为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提
供金融支撑和风险保障的情况。重庆
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疫情期间，重庆
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通过信贷支持受
疫情影响的企业23671家次，总金额
达1124.75亿元。

超千亿元信贷支持帮助
企业渡难关

重庆银保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疫
情期间，该局主要从保障信贷供给和全
力帮扶受困企业等方面，出台政策支持
企业复工复产，帮助企业渡难关。

其中，在保障信贷供给方面，一
是要求银行单列专项信贷计划，提供
专项信贷服务；二是要求给予低成本
资金支持；三是要求发放定向封闭贷
款；四是要求为突出贡献者提供特别
便利。对于这些要求，我市银行业金
融机构积极响应。例如，重庆银行业
金融机构在疫情期间累计信贷支持
受疫情影响的企业23671家次，涉及
金额1124.75亿元。（更多统计数据见
图表）。

在全力帮扶受困企业方面，重庆

银保监局指导银行保险机构利用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企业
客户“精准画像”，识别受疫情影响的
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对于较大
的企业，重点通过债委会全力维稳；对
于小微企业，重点是增量降息减费和
延期还本付息。据统计，疫情期间，全
市债委会累计帮扶受困企业（集团）
248家，为企业增贷118.67亿元、续贷
31.08亿元、展期135.40亿元，帮助企
业降低成本1.47亿元。

市属国有地方银行向防疫
企业发放56.5亿元贷款

近期，我市3家市属国有地方银行
（重庆农商行、重庆银行、重庆三峡银
行）积极加强与医院、医疗科研单位及
企业的服务对接，高效满足卫生防疫、
医药产品等方面的融资需求，加大信
贷支持力度。

市国资委相关人士介绍，上述三
家银行在疫情防控期间，已累计向288
家防疫企业发放贷款56.5亿元，平均
利率约2.87%。同时，3家银行还向
417 家防疫企业新增授信 134.8 亿
元。市属国有融资担保公司则为企业
减免担保费和保证金472万元。

目前形势下，不少防疫企业都存
在流动资金吃紧的情况。针对授信调
查难的问题，重庆银行与国网重庆电
力开展电力大数据分析，挖掘近百个
行业的企业复工复产情况，精准支撑

重庆乐展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重庆林
辉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等中小微企业获
得重庆银行贷款，保障了近百家中小
微企业顺利复工复产。

三峡银行则全面、深入对接小微
企业，在“应贷尽贷、应贷快贷”的同
时，开辟信贷审批绿色通道，全面下调
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此外，该行还运
用人民银行支小再贷款一年期优惠贷
款利率政策，创新推出1年到期后延长
2年期限的“1+2”贷款模式，减轻小微
企业续贷压力。

保险机构向一线防疫人员等
赠送保险保障金额达775.51亿元

疫情期间，各保险机构专设疫情
防控相关的复工复产保险、医护人员
责任保险等保险产品，为疫情防控和
企业复工复产提供助力。截至目前，
全市保险机构为疫情防控及企业复工
复产提供风险保障金额累计达2.2万
亿元，保障企业9880家次、保障抗疫
人员及居民 1786.8 万人次，赔款
8087.8万元。

同时，全市保险机构在疫情期间
针对一线医护人员推出了完全免费的
保险保障，累计向一线防疫人员等特
定人群赠送保险保障金额达775.51亿
元，覆盖防疫人员22.63万人次。目
前，全市保险机构已累计向社会和企
业免费捐赠疫情防控相关的保险保额
达3212.89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崔曜）4月2日，
全市金融机构支持外贸外资企业座谈
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市外贸外
资企业发展座谈会精神，对金融机构支
持外贸外资企业相关工作进行了部署，

并强调全市金融机构要以更高的政治
站位、更实的帮扶措施、更优的服务质
效，保障资金流、稳定信贷量，为稳住外
贸外资基本盘作出金融贡献。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市金融

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强度，降低融资成
本，不抽贷、断贷、压贷，有效满足了外
贸外资企业融资需求。据了解，疫情发
生以来，银行机构已累计向570家外贸
企业新增贷款超过700亿元。

下一步，全市金融机构将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做好稳
外贸稳外资工作，保障外贸外资企业资
金流畅通、满足其信贷需求，并将资金
更多投向外贸外资领域，降低企业流动
性风险。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金融机构支持
外贸外资企业签约仪式，共有14家外
贸外资企业与14家金融机构签订意向
协议，授信金额153.58亿元。

疫情以来我市银行机构
向570家外贸企业新增贷款超700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崔曜）4月2日，
“春暖山城·爱购重庆”绿色饭店（文化
主题饭店）消费促进季活动（下称“消费
促进季活动”）启动。当日，重庆市酒店
行业协会发布了《绿色惠民消费倡议
书》，号召从业机构在安全防疫的前提
下，开展“绿色食宿、安心就餐”和“无接
触服务”。

3月24日，全国绿色饭店工作委
员会印发《关于在全国绿色饭店开展

放心消费升级行动的通知》，号召全国
绿色饭店开展“绿色饭店放心消费升
级行动”。在此背景下，由市商务委指
导、市高新区改革发展局支持，市酒店
行业协会主办的消费促进季活动正式
启动。

目前有重庆两江假日酒店、华宇温
德姆至尊豪庭酒店、圣荷酒店、渝州宾
馆、世纪金源酒店、君豪大酒店等31家
酒店参与，活动将持续至6月30日。

重庆酒店行业消费促进季启动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4月2日
一大早，重庆市第三批对外捐赠的物资
陆续从重庆发出，送往塞尔维亚、巴基
斯坦、哥伦比亚、西班牙、乌克兰、上海
合作组织等27个国家和组织，其中包
括口罩、防护服、隔离衣及核酸检测试
剂盒共计百万余件物资。

上午9点半，重庆桐君阁物流有限
公司一片繁忙景象。一件件打包好的
防疫物资整齐摆放在仓库门口。这些
物资在当日上午发往亚美尼亚、越南、
巴基斯坦、印度四个国家。

“山连山、水连水，重庆市人民政府
捐赠越南”“中印关系，源远流长，中国
重庆捐赠印度”……记者注意到，每个
捐赠物资箱上都用中英文写上了来自
重庆的寄语，寥寥几语，却传递着重庆
人民的深情厚谊。

据了解，疫情发生以来，我市收到
来自外国政府、国际友城、国际组织各
种方式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对于这些
患难时的帮扶，重庆人一刻也没有忘。
此前，重庆已向韩国、意大利、伊朗捐赠
了医用物资。

重庆第三批对外捐赠物资陆续发出

4月2日，在重
钢总医院 5G 医疗
急救车上，中国移
动重庆公司的工作
人员正在维护车内
5G信号。连日来，
中国移动重庆公司
加强网络维护工
作，免费为企事业
单位提供“云视讯”
会议服务，提高电
子信息行业企业带
宽等，积极助力复
工复产。
记者 张锦辉 摄

加强网络维护 助力复工复产

保障信贷供给 帮扶受困企业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疫情期间重庆银行业信贷支持企业超千亿元

累计信贷支持受疫情影响的
企业23671家次
涉及金额1124.75亿元

向疫情防控的重点保障企业
发放贷款257.17亿元
支持重点企业679家次

专项再贷款信贷支持企业

435家次
金额达121.99亿元

信贷支持2020年市级重大项
目188个次
金额共计达198.88亿元

在疫情期间，重庆银行业
金融机构：

重庆银行业保障信贷供给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资料来源：重庆银保监局 制图\乔宇

积 极 应 对 疫 情

保 持 经 济 平 稳 运 行

利用双方的优势，在科技创

新、信息技术、主导产业、文化旅游

等 8 个领域，进行深度合作，并建

立三项合作保障机制。重庆市北

碚区与四川省绵阳市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中，携手打造地方

交流的合作典范。

八大领域深度合作 三项机制做好保障

北碚绵阳携手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合作典范

发挥优势携手共赢

4月1日，重庆市北碚区党政代表团，到四
川省绵阳市进行考察，寻找双方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中的合作点。

在绵阳，北碚区党政代表团先后到绵阳长
虹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绵阳京东方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九洲集团创新展示中心等地进行实
地考察，并详细了解绵阳市重大项目建设、创
新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等方面情况。

通过实地考察和双方党政联席会议上的
交流，北碚区和绵阳市都认为，双方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有共同的产业、科技、教
育、人才等优势，能够进行广泛的合作，并能够
在合作中，共同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做
出贡献。

北碚和绵阳两地的产业基础，都是“三线”
建设起家。目前，绵阳是中国唯一科技城，四
川省第二大城市，北碚是重庆主城九区中唯一
同时拥有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中国（重庆）
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区政策叠加的行政区。北
碚有西南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院等高
等院校4所，中等职业学校6所，有国家大学科
技园1个，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中
国仪材院等。绵阳有西南科技大学等高等院
校14所，有国家级科研院所。因此，在携手合
作中，双方都有可互促互补的产业资源、科技、
教育等优势。

因而，在党政联席会议上，双方通过协商，
决定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携手合作，
缔结为友好城市，并协商签订了《四川省绵阳
市人民政府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合作框架协议》。

“北碚区与绵阳市的合作，可以说是一种
强强合作。”北碚区委书记周旭说，北碚和绵阳
在资源禀赋、产业发展、交通区位等方面有很
多共同契合点，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合作空
间，两地携手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中开展合作，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强强联手深度合作

根据北碚区与绵阳市签订的合作框架协
议，双方将在加强交通路网互联互通、产业发
展协同联动、科教创新优势互补、信息基础设
施共建共享、文化旅游交流融合、商贸会展合
作交流、生态建设经验共享、干部人才互派交
流等八大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这是在科技优势上的一种强强合作。”西南
大学党委书记李旭锋认为，两地的科教优势都将
在合作中，从科技创新、发展新兴产业等方面发
挥出更大的作用。

据介绍，两地在科教创新优势互补的合作
上，将加强西南科技大学、绵阳师范学院、西南
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院、重庆师范大学
等高校的学术交流和人员互访，建立高校联盟，

合作开展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加强在绵
科研院所与北碚区内科研院所的交流，协同推
进两地创新资源、创新要素交流合作。加强信
息技术、工业互联网、传感器、区块链等关键共
性技术跨区域联合攻关，探索建立一批技术创
新联盟。推进技术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建设，支
持军民两用技术再研发、国家两用技术交易中
心等探索共建共用模式等。

重庆市蔡家组团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勇说，“我对北碚和绵阳的合作充满了期盼。
蔡家智慧新城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与
具有雄厚科技实力的绵阳携手合作，赋能双方
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将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增添动力。”

据介绍，双方已商定，将加强产业发展的
协同联动，双方将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
新材料、生物医药与智能汽车及关键零部件、
高端装备制造等优势领域，支持两地企业加强
产业配套、项目投资等方面合作。并鼓励川仪
等仪器龙头企业和长虹、九洲等电子信息龙头
企业加强合作。同时，加快半导体芯片上下游
产业链建设，引导两地企业在双方投资产业项
目，推动半导体芯片产业集聚集群发展。并加

强绵阳、北碚京东方产业链的延伸与配套合
作。

与此同时，双方还将联动建设园区平台，
共建产业投资平台。探索在两地高新区分别
建设绵阳—北碚特色产业合作园区，构建高
新产业联盟，做强产业链条。并定期在两地
举办投资推介会，引导企业在两地投资产业
项目。共建金融服务平台，探索合作建立产
业投资基金，探索两地市（区）属国企互相投
资入股等。

三项机制推动交流

“北碚和绵阳不仅展开八大领域的合作，
而且还建立起合作保障机制，携手打造川渝地
方交流的合作典范。”北碚区区长何庆说，通过
这一机制将保证两地开展全方位、多领域、深
层次交流合作。

在4月1日召开的两地党政联席会议上，
北碚和绵阳经过协商，决定建立三项务实有效
的合作机制。

一是建立由两地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为召
集人的合作协商机制。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定期沟通交流。同
时，建立由两地分管领导为召集人的不定期专
题协调机制，确定年度具体合作事项。并支持
两地重点园区间建立合作机制。

二是建立跟踪落实机制。双方均由发展
改革委牵头，负责两地区域合作日常事务，细
化区域合作实施方案，明确责任主体，定期就
议定事项的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促。并由两
地相关部门建立对口衔接机制，具体负责推动
各项合作任务实施。

三是建立学习交流机制。两地相互学习
双方在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好的做法
和先进经验。并动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以及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和社会团体、企
业集团互访互学，参与两地合作。

这三大交流合作机制将推动双方在共建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中，实现共同发展。

据了解，北碚区的相关部门将与绵阳市有关
部门加强对接，把协议文本转化为一件件实事、一
个个具体的合作项目。

王彩艳 肖亚平
图片除署名外由北碚区委宣传部提供

绵阳科技城创新中心北碚国家大学科技园科技创业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