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战 8CHONGQING DAILY

2020年9月29日 星期二
责编 胡东强 王萃 美编 张雪原

垫江以“千人联千企”专项行动推动民企健康发展

“当时只是给走访组成员
顺便提了一句，没想到这么快
就把问题解决了。”颇感惊喜
的石洪权至今觉得“幸福来得
太突然了”。

“幸福”，源自垫江县正在
开展的民营企业“百日走访活
动”和“千人联千企”专项行
动。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以及全市企业家座
谈会精神，扎实做好“六稳”工
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垫
江县把民营企业“百日走访活
动”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之
一，创新开展“千人联千企”专
项行动，着力采取纾困解难、
线上服务、转型升级等有效举
措，取得了明显成效。

截至目前，垫江县共走访
1297家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宣讲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以及中央、市县惠企
政策举措1206场次；召开座
谈会、现场办公会等426场。
此次走访共收集困难和问题
1128件，现场解决195件、政
策解释461件、研究交办472
件（办结356件），享受到惠企
政策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累
计 74501 户 次 ，涉 及 资 金
28.57亿元。

着力纾困，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促进GDP高质量增长

全市统战系统民营企业“百日走访
活动”启动后，垫江县迅速成立工作领
导小组，制定了“百日走访活动”方案，
成立72个走访组。

7月31日，印发的《垫江县民营企
业“百日走访活动”梳理问题任务分解
表》第四批名单中，石洪权反映的天然
气开通问题位列其中。

石洪权是重庆宏获家俬有限公司
董事长。2017年，他带着在外打工多年
的积蓄，回到垫江县长龙镇返乡创业园
开办家具厂。后来由于企业发展需要
开通天然气，但因为各种原因，开通天
然气的愿望迟迟未得到解决，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公司经营。这事成了他的“心
病”。

8月5日，垫江县“百日走访活动”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回复石洪权，他反
映的问题于7月31日已交办相关单位
处理。

放下电话那一刻，依然让石洪权觉
得，“还是有点悬。”

9月4日，当施工队进入园区挖沟槽
埋设天然气管道的时候，石洪权忐忑的
心终于放了下来。“开通后，每年可以为
公司节约成本3万元—5万元。”他激动
地说。

今年以来，垫江县立足抓“六稳”、
促“六保”，聚焦中小微民营企业，深入
推动民营企业“百日走访活动”，着力增
强纾困解难效能，全力推动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统计显示，今年以来，该县新
增市场主体4316户、增长18.6%，累计
达55140户、增长6.2%，新立项备案投
资项目322个、总投资232.1亿元，分别
增长131.7%、141.1%，124家规上民营
企业中有82家实现产值正增长。也因
此，1-6 月该县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2.4%，增速升至全市第2位(为直辖以
来最高排位)，县域经济呈现出高质量
发展良好态势。

倾力上网，“垫小二”搭建
线上服务民企生态系统

“为更好地发展全域性普惠型工业
互联网，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我们还搭
建了‘垫小二’在线企服平台。”垫江县
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说，该平台集政府
部门、企业、金融机构、中介等服务企业
主力军于一网，构成线上服务企业“生
态系统”。

“垫小二”主要有两大服务板块。
其中，金融板块集数据、运营、风控为一
体，旨在充分整合多方优势资源，为金
融机构提供覆盖贷前、贷中、贷后的全
流程风险防控；政务服务板块则利用大
数据技术，构建垫江全域的企业画像，
同时对政府各项政策进行精准解读及
分析。

“垫小二”推出以来，在不到4个月的
时间里，已梳理扶持政策34个，10家银
行32个信贷产品全面上线，为该县45家
中小民营企业累计融资3579万元，户均
贷款近90万元，远高于同一银行其他户
均贷款60万元的水平。

上半年，垫江通过线上服务、线上管
理，全县电商交易额达到9.74亿元、增长
57％，网络零售额达2亿元、增长36.2％，
快递出港 249 万件、增长 42％，进港
749.3万件、增长34％，全县服务业增加
值达86.8亿元、增长1.8％，占GDP比重

42.9％，经济增长贡献率33.3％。

致力转型，用大数据智能
化为传统民企赋能

“投产后将实现年出口创汇1亿美
元、创税8000万元、3年销售收入12亿
元的经营目标，提供约1500个就业岗
位。”站在亚洲最先进、流线最长的摩托
车轮毂车间，重庆捷力轮毂制造有限公
司（下称“捷力公司”）相关负责人自豪
地说。

捷力公司成立于1996年，是国内
最大的摩托车铝合金轮毂制造企业之
一。公司产品主要出口美国、意大利、
印度、日本等，国内市场主要为隆鑫、建
设雅马哈、宗申等知名企业生产配套产
品。去年，该公司实现产销900万件，
销售收入近10亿元，上缴税金4600万
余元，出口创汇7500万美元。

在垫江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该公司从2018年底开始实施扩能
项目搬迁。目前新工厂智能设备已安
装完毕，进入调试阶段，A线已于9月
达产。整体工程完成后，年产能将达到
1200万只铝合金轮毂，同时生产效率
提升30%、能耗降低30%、合格率提升
30%，成为全亚洲摩托车轮毂流线最
长、最先进的柔性自动化生产线，助力
企业实现智能制造。

与此同时，天圣制药集团与浙江大

学合作的中药智能制造数字化工厂建
设项目也将于今年正式投产。届时，该
企业中药智能制造能力将处于全国领
先水平。

目前包括捷力公司、天圣制药集团
在内，垫江县已有14家企业实施智能
化改造，新建数字车间4个，帮助124
家规上工业企业100％“上网上云”。
新增科技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21
家、产学研合作项目8个，引进数字经
济企业12家、在谈近50家。泰晶科
技、国瑞智能装配式建筑产业园一期等
项目正式投产。目前，该县正加快建设
重庆市垫江软件园，初步完成了《垫江
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方案》，并持续推进
政务大数据平台、物联大数据平台、智
慧医院、智慧农业、智慧水利等智慧城
市核心项目建设。

“今年以来，我们突出用大数据智
能化手段推动‘上云用数赋智’，以产业
布局、技改创新、智能升级为主要抓手，
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全力助推
民营企业由传统粗放向现代智能转型
升级。”垫江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全力帮扶，坚持“千人联
千企”常态化高质量服务民企

7月9日，《垫江县“千人联千企”专
项行动方案》正式印发，标志着垫江县
在“百日走访活动”基础上，在进一步深

化服务企业发展方面形成了“面上走
访”“点上帮扶”的新机制，探索建立了
常年走访、一对一服务制度，推动走访
服务常态化。

垫江县“千人联千企”专项行动把企
业转型升级、企业项目建设、优企惠企政
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助推企业开放合
作等6个方面作为重点推进内容。为确
保以上6个方面的工作落地生效，垫江
县推出了包括联席会议、问题解决、周
报月报、跟踪督办、奖惩激励在内的5
项工作机制，重点通过企业大调研、问
题大化解、政策大落地、项目大发展4
个方面，有针对性地开展指导帮扶工
作，切实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困难问题，
以更加精准、优质、高效的服务推动民
营企业高质量健康发展。

一系列帮扶措施让该县3782户
企业及时享受到税费、社保、医保等缓
减免政策2.36亿元。市场主体65670
户次获得1.48亿元房租水电气减免以
及稳岗扶持、物流运输补贴等。发放
创业担保贷款8200万元，开展职业技
能培新 5873 人，新增就业 3141 人。
5049户企业获得24.9亿元金融支持，
其中融资贷款方面支持企业3856户，
累计贷款金额245829.33万元；担保增
信方面支持企业77户，降低担保费用
101.47万元；降低贷款利率方面支持
企业1116户，节约资金成本3108.58
万元。积极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全县
有53户中小企业获得疫情期间社会
保险稳岗返还780.99万元，稳定就业
岗位5486个；119户企业申报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256万元，稳定就业岗位
6320个。

下一步，垫江县将以民营企业“百
日走访活动”为抓手，做细做实“千人联
千企”专项行动，持续健全常态化服务
民营企业的制度机制，在当好“垫小二”
中精准赋能，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
面落实“六保”任务，推动民营企业和民
营经济健康发展。

吴志杰 陈小东

垫江县城 摄/胡序和

走访企业1000余家 惠企资金超过28亿元

统战系统抓“六稳六稳”促“六保六保”
民企百日大走访

筑牢金融知识防护网筑牢金融知识防护网 共建和谐金融生态圈共建和谐金融生态圈
浦发银行重庆分行全力推进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活动

守牢主阵地 消保工作常态化

“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共
创美好生活”进入金秋九月，一年一度的
金融知识进万家宣传月活动再次拉开帷
幕。浦发银行重庆分行高度重视，全行
24家网点、员工600余人积极参与了本
次活动。

一方面，分行成立了金融知识宣传
领导小组，做好总牵头，细化活动方案，
广泛动员、积极组织开展各项金融知识
普及活动，强化对活动的过程管理。另
一方面，分行要求各营业网点高度重视，
把本次活动作为本年度消保重点工作抓
实抓细，积极按照分行要求组织开展有
关活动，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活动期间，分行组织辖内各营业网
点，将营业大厅作为开展宣传活动的主
要阵地，通过LED电子屏、海报机、多媒
体电视等电子设备滚动播放宣传活动海
报、口号，营业厅堂内海报机上播放金融
普及活动相关视频内容，使过往群众与
客户知晓本次活动，扩大活动的覆盖面，
营造了浓厚的活动氛围。

同时，分行还积极开展厅堂常态
宣传，推进消保工作常态化。据悉，
各网点在厅堂都设置了公众教育专
区、摆放金融知识宣传折页，方便进
入厅堂的客户自行取阅。各网点还结
合具体情况，以公众教育区为原点，
面向等候区客户网点大堂经理开展常
态化教育工作，仔细解答一般客户提
出的有关咨询或疑问，宣传获取金融
知识的途径和防范风险的技能，引导
消费者合理选择金融产品和服务，自
觉抵制网上金融谣言等金融知识。厅
堂里，该行员工向客户详细介绍宣传
各种金融知识。结合非法集资、投资
理财、金融诈骗等各类违法违规金融
活动，进行正向的金融知识普及和风
险提示，提高防范和应对非法金融活
动的能力。

探索新形式 宣教格局立体化

本次活动中，除了依托网点阵地，浦
发银行重庆分行还尤其注重利用数字化
的手段开展金融知识普及，积极发挥线
上金融教育的优势，着力推行“互联网+
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模式，打造金融宣教
自主品牌，将金融知识通过特色鲜明的

“以案说险”的原创动画、漫画、音频等形
式展现，契合当下互联网信息传播方便
快捷的特点，增强金融知识宣传教育的
趣味性、传播度。

当前，电信诈骗犯罪的手法逐步升
级，有中奖诈骗、法院冻结账户诈骗、冒
充熟人诈骗、投资高收益诈骗等诸多形
式。在金融知识宣传月活动中，分行以

“以案说险之离电信诈骗远一点，靠平安
幸福近一点”“高利高息莫动心，丢了本
金真闹心—以案说险之防范投资理财诈
骗”“以案说险之防范网络购物诈骗”“信
用卡不是摇钱树，刷卡消费要适度—以
案说险之信用卡逾期欠款”为主题，制作
了形象生动的原创宣传动画。向消费者

讲述如何防范电信诈骗、购买理财需谨
慎，盲目追求高收益的热门产品、使用信
用卡消费要适当等金融知识。该行在本
行微信公众号、重庆辖内两江财经公众
号等平台对以上原创作品进行播放，全
行员工积极转发，阅读量和客户知晓率
得到进一步提高。

为将金融知识进一步带到市民身边，
分行首次推出了金融知识宣传大使，通过
播报“以案说法”典型案例，提升了分行美
誉度，广获市民好评。同时，由分行制作的
H5小游戏，一经推出，就得到了市民积极
参与。目前，参与答题听众已达千余人。

此外，浦发银行重庆分行还通过官方
账号给金融消费者发送活动宣传短信、在
重庆本地新闻频道财经壹咨询栏目定格
投放金融知识宣传月活动内容等形式，不
断打造立体化宣教格局，提升宣传实效。

贴近老百姓 覆盖对象精准化

针对不同人群金融知识的薄弱环节
和金融需求，浦发银行重庆分行主动走出

网点，走进社区、走进乡村、走进企业，组
织开展了有针对性、有特色的线下金融知
识宣教活动。

近日，浦发银行重庆分行副行长张云
峰带队前往石柱县黄水镇，将金融知识送
到当地居民身边。当天，分行与黄水镇麒
龙社区居委会、黄水云邸小区物业等当地
机构联合开展了“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
知识进万家”“防范非法集资”“个人账户
安全保护”“打击反洗钱”等一系列金融知
识宣传活动。分行员工通过宣传海报、发
放宣传折页等形式，为群众讲解防范金融
诈骗、保护个人信息及保护资金安全的方
法等，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与群众进行互
动，帮助金融消费者提高个人金融信息、
防范和应付非法金融活动的能力。

“这些知识太有用处了！希望银行以
后可以多到我们身边来，为我们普及更多
金融知识。”9月22日，分行员工一行15
余人走进合川区高峰村，向当地居民普及
金融知识，开展了“精准扶贫—知识扶贫”
暨“金融知识普及月”系列活动，受到了现
场群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认可。分行员

工通过宣讲金融知识及答题互动等形式，
为大家普及防范金融诈骗、反假币知识、
如何守住自己的“钱袋子”等基础知识，切
实帮助群众提高金融风险防范能力，活动
现场气氛热烈，参与居民有几百人，获当
地监管机构认可。

据统计，此次活动中，浦发银行重庆分
行宣教受众人群达55万人次。通过线上+
线下，多渠道、全方位开展金融知识宣教活
动，分行消保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下一步，
分行将持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将金融知识宣传做实做深做细，不断提
升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知识普及水平，增强
社会公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依法维权意
识，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社会责任，积极
传递正能量，促进银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杨雪 李海霞
图片由浦发银行重庆分行提供

①浦发银行重庆分行送金融知识进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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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金融素养，有效防

范化解金融风险，营

造清朗金融网络环

境，浦发银行重庆分

行积极响应人行重庆

营管部、重庆银保监

局及总行的号召，开

展“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争

做理性投资者·争做

金融好网民”宣传活

动。据悉，这次宣传

活动以线上宣传为

主，该行在传统网点

宣传的基础上，不断

创新宣传形式，有效

扩大了宣传范围，提

升了宣传效果。

②③浦发银行重庆分行厅堂
常态化金融知识宣传

④浦发银行重庆分行反假币知
识活动进乡村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