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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最后一米”
生活物资供应保障调查②

抗 疫 动 态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11月
2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中国铁路成
都局集团公司获悉，重庆车务段近日
单日卸车量创新高，达到1630辆，打
破了2021年12月5日卸车1603辆
的纪录。

“面对近期重庆地区严峻的疫情
防控形势，我们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运输生产，齐心协力克服人员紧
张、卸车集中到达等诸多困难，确保
卸车‘逆势’而上创新高。”重庆车务
段相关负责人介绍。

电煤运输关系着城市用电能否
得到保障。为此，铁路部门全力确保
电煤运输通畅，电煤车辆“优先组织、
优先对位、优先卸车”。同时，针对近
期重庆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重庆车
务段广顺场、万盛南等站根据电煤需
求增加的客观实际，主动与附近的电
厂沟通对接，了解掌握电厂库存、日
耗等，及时协调、解决运输问题。

小南垭、古家沱、綦江北等货运
站建立运转、货运、装卸协调机制，车

站值班员加强与列车调度员的联系，
合理制定调车作业计划、安排线路，
优化机车动力运用；运转岗位与货运
部门加强沟通，准确掌握卸车进度，
及时组织卸车，实现“即到即送、即送
即卸、即卸即取”，从而提升卸车效
率；各货运办理站则积极与客户沟通
协调，在落实属地防疫政策的同时，
加强货物转运，全力确保货物卸得
下、拉得走。

此外，安全生产调度指挥中心、
货管部、市场部等部门上下联动，提
前向各作业站通报，让车站及时掌
握车流信息，根据站内剩余待卸车
情况，指导行车、货运、装卸人员提
前做好准备，确保生产组织有序开
展。

“为解决受疫情影响装卸劳力不
足的困难，多个车站还发动党员骨干
成立突击队，加强对外包人员的管
理，采取划小工作单元、优化班制设
置等措施，确保货物接卸顺畅。”重庆
车务段相关负责人说道。

畅通电煤运输全力保障城市用电

重庆铁路货运单日卸车量创新高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11月
29日，记者从渝中区获悉，连日来
渝中区在建立区级保供枢纽的基础
上，还在街道、社区设立了配送站
点，不断强化货源组织、畅通流通渠
道，全力保障疫情期间群众生活物
资供应。截至目前，全区18家重点
保供企业销售网点运营总体平稳，
690余家保供门店“应开尽开”，各
大电商平台日均线上订单量增长近
50%。

两路口街道中山二路社区工作
人员刘侨介绍，“我们根据居民需求
及时联系企业采购，有效解决了老
旧社区居民‘订货难、配送难’的问
题。”

据了解，自疫情发生以来，两路
口街道便建立起“楼栋长—网格员—
团长”三级工作体系，通过微信接龙
等形式收集居民物资需求，引导居民
两天下单一次，确保物资和运力最大
化发挥作用。针对不会使用智能手
机的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街道还安排
专人进行“一对一”电话沟通，确保不
漏一人。

为做好物资储备工作，强化保障
力度，渝中区及时更新区级生产、流
通保供企业名录信息，分级建立联系
协调机制，引导做好粮油、冻猪肉等
主要生活物资储备。

同时，渝中区商务委会同区大数
据局、区交通局等部门，加快推动电
子通行证办理，连夜指导白名单企
业、电商平台、加油站等重点供应单
位申报电子通行证，确保相关人员正
常通行。

截至目前，渝中区商委务已累
计为超市、电商平台等供应企业员
工办理电子通行证1.1万余张，全区
各临时售卖及快递外卖提取点运转
顺畅。

此外，渝中区发改委、区商务委、
区市场监管局联动，加大对重百新世
纪、永辉超市等重点生活物资供应场
所巡查，实行“日监测、日报告”制度，
紧盯粮、油、肉等生活必需品供应情
况及价格波动，协调供应企业拓宽采
购渠道，加强货源组织，开展批零对
接、产销对接，全力满足居民购物需
求。

渝中区强化分级储备

690余家保供门店“应开尽开”

本报讯 （记者 王天翊）11月
2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获
悉，为进一步保障生活物资供给，新
区于28日出台《生活物资保障疫情
防控八条措施》（以下简称《措施》），
涵盖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保供人
员管理和服务、商超管理等多个方
面。

根据《措施》，在压实企业主体责
任方面，两江新区将督促保供企业符
合条件的未到岗员工“应返尽返”，进
一步加强人员保障；装卸、分拣、配送
区域要严格划分界限，通过物理隔断
设置缓冲区域，货物在缓冲区消毒静
置后，实行无接触交接货；各保供企
业应按规定加强环境消杀、通风换
气、物品抽检等措施。

加强保供人员管理和服务方
面，《措施》要求加强保供人员工
作、用餐、住宿等各环节的闭环管
理，外卖配送人员和场内经营人员
分区作业、分开安置，尽量降低住
宿密度。

商超管理方面，《措施》明确涉阳
商超关停后，优先转阳转密，实行快
封、快筛、快消、快解，确保具备条件
的24小时内重启营业。

据悉，为推动《措施》落实落地，
两江新区已为辖区内24家大型商超
送去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测试剂
1.38万支，防护服、防护面罩各5000
件，睡袋、地垫各500件，还将为保供
人员进行自我健康管理及集中居住
提供便利。

两江新区出台八条措施保障生活物资供给

保供企业符合条件员工“应返尽返”

□本报记者 吴刚

这段时间，在渝中区马家堡社区，
一辆来回穿梭的婴儿车，特别引人注
目。

为啥？因为“坐”在婴儿车里的，
不是婴儿，而是蔬菜、肉、鸡蛋和牛奶
等生活物资。在社区来回奔忙为居民
配送物资的志愿者刘守蓉，两鬓斑白，
不能像年轻志愿者那样肩挑背扛，便
找来一辆婴儿车，稍加改装后用于送
菜。

为解决疫情期间居民生活物资的
保供问题，我市开辟绿色通道，确保蔬
菜、粮油等各类生活物资及时抵达城
市各个社区。但由于疫情防控需要，
尤其是在楼栋封控的情况下，这些物
资要送到居民手中，并不容易。

为此，我市在日前发出的《关于进
一步加强生活物资供应保障工作的通
知》（简称《通知》）中强调，要狠抓封控
单元内末端配送，解决“最后一米”的
通达问题。实际执行情况怎么样？重
庆日报记者近日走进我市多个社区，
就此对居民、物业、社区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进行了采访。

线上居民下单，线下接力送菜

刘守蓉对记者说，要做好物资配
送，首先得搞清楚各家各户需要哪些
东西。

“这难不倒‘神通广大’的社区。”
刘守蓉说，在社区工作人员的组织下，
各居民小区纷纷建立起微信群。业主
在群里发起社区团购接龙，志愿者将
这些购物信息整理成表单，或上门采
购，或者发给对应的超市、团购蔬菜供
应企业。

不仅仅是渝中区的街道社区，中
心城区的做法普遍如此。

如渝北回兴街道科兰路社区，就
为每栋楼建立了一个业主微信群，在
群里分享线上购买平台的小程序、线
下超市和团购保供蔬菜公司的网页链
接，及时收集居民的需求。

团购的菜送到小区大门口后，封
控区内的“接力赛”就开始了。科兰路
社区“暖兰帮帮团”服务队接第一棒，
负责用摩托车、三轮车将蔬菜从小区
门口运到小区爱心中转站。志愿者接
第二棒，用推车将东西转运到封控楼
栋入口。

“今天我们志愿者团队已经送了
几百次物资了。”11月29日下午4点
左右，科兰路社区党员志愿者廖申洪
一边推着配送车一边气喘吁吁地介
绍，通常按照轻重缓急分类分楼栋派
送，如果是居民买的药品、点的外卖，
他们就“脚踏风火轮”加速送达；若是
食材，抓紧时间赶在饭点前送到；若是
其他网购品，则安排当天完成配送。

把超市“搬”进小区

除了有组织的团购，我市解决封
控区内生活物资供应问题的另一办
法，是针对一些风险等级不高的社区，
组织供货方在小区大门口设立临时售
卖点。买卖双方在做好防护的前提
下，可以隔着小区大门进行交易。

例如，九龙坡区建立线下临时售
卖点运营机制，指导商超根据风险等
级、小区人员密度、楼栋单元距离等情
况，合理设置售卖时间、场地围栏。卖
菜的车必须在指定地方停放，哪一栋
楼多少人什么时候前来购买、谁称重

谁递送、怎么支付，乃至卖完菜后场地
如何消杀，都有明确的规程。

疫情期间小区门口设点卖菜，很
重要的一点，是要维护好秩序，不能让
人“打堆”。为维持秩序，九龙坡区动
员了近7000名志愿者担任楼栋保供
专员，成立了上百个社区保供专班，以
及近800个物业和老旧小区保供小
组。

体量较小的小区，居民可以在小
区门口的“摊点”买菜。但对于体量较
大的社区，这种方式就显得过于零散
和繁复，效率较低。为此，一些社区又
找到了新的办法——将超市“搬”到小
区中来。

例如，南岸区茶园银翔翡翠谷小
区，一墙之隔就有一大型超市。

在当地社区组织下，翡翠谷小区
大门到该超市的路上，安装起了隔离
板，搭建起小区专属绿色通道，相当于
把超市“搬”进了小区，居民不出社区
就可在超市购物。

为确保防疫安全，社区给超市规
定了营业时间，还安排志愿者在超市

入口对前来采购的居民进行限流，错
峰买菜，最大限度降低风险。

实实在在为特殊人群提供帮助

对孤寡老人、孕产妇、残障人士这
些特殊人群来说，困难是客观存在
的。他们中的不少人要么不知道如何
线上下单，要么行走不便，他们的保
供，尤其困难。为此，各社区进行特事
特办，确保“兜底有保障”。

11月25日一大早，家住科兰路
社区奔力乡间城17栋的高兴英，听到
敲门声。她打开门，一大包蔬菜递了
过来。

送菜的人，是社区网格长胡昌
兰。此前一天，胡昌兰通过物业得知，
高兴英是空巢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
购物，身边也没有亲人帮助，买菜成了
难题。

胡昌兰为社区内像高兴英这样
的老人一一建立台账，并通过电话问
询，了解老人对蔬菜等物资的详细需
求。第二天，她从爱心人士捐赠的蔬
菜中选出对方所需品类，上门送到老

人家中。
和渝北区差不多，两江新区各街

道对特殊人群也是实行点对点直接服
务，直接代买代购，由志愿者分楼栋、
分类运到楼栋堆放点，再由志愿者配
送上门。

“你好，你需要的大米马上送过
来。”张宸提着刚从超市购买的一袋大
米，按照手机里收藏的地址，朝着加新
花园一期走去。这是他当天接到的第
二单，上一单是天一顺和康城A区居
民的一个“急单”。

身穿红马甲、熟练进行采买配送
的张宸，并非快递员、外卖员，而是来
自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一名党员志
愿者。本轮疫情发生后，张宸加入两
江新区人和街道邢家桥社区“战疫”临
时党支部，成为社区“小二帮帮”志愿
服务队的一员。

通过“小二帮帮”服务队这样的志
愿者组织，目前邢家桥社区已经为独
居老人、行动不便的老人、有需求的居
民，开展代买蔬菜、肉蛋奶、药品等服
务100余次。

改装婴儿车用于送菜 把超市“搬”进小区 点对点服务特殊人群

各方想方设法打通保供“最后一米”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防疫
信息定向推送、返乡人员行程监测、
排查数据实时上传……11月25日，
记者从荣昌区获悉，自本轮疫情发生
以来，荣昌区充分运用“大数据＋网
格化”，加强乡村疫情防控，有效解决
了村社区流动人员底数不清、村社干
部年龄偏大、服务力量薄弱等管理难
题。

“我人还在路上，村里就提前告
知了回家后要做的防控措施。”近
日，荣昌区龙集镇清河村村民张绍
然从中心城区返回老家，刚进门就
看见家里已备齐了防控物资，口罩、
消毒液、粮油果蔬一应俱全，两位

“大白”随即上门为他采集核酸，村
干部还打电话提醒他要居家隔离并
完成三天三检。

农村地广人稀，流调溯源、人员
管控难度较大。本轮疫情发生后，荣
昌区各乡镇以社为单位，划分网格，
实行“1名网格长＋N名网格员”的
配置模式，建立起以镇党员干部、村
社干部为主，志愿者、退役军人、返乡
大学生等为辅的基层网格员队伍，不
断充实农村防疫力量。

为了提高重点人员排查、监测效
率，各乡镇创建了“线上一张表＋线
下一张网”的工作形式，将返乡人员
的交通方式、出发地、到达地等信息
及时录入在线表格，依托区级疫情防
控数字化集成平台，实现信息实时更
新、数据共享等。

截至目前，荣昌区已确定返乡重
点监测对象19万余人，21个镇街实
现排查走访全覆盖。

“大数据＋网格化”织密农村疫情防控网
荣昌有效提升重点人员排查、监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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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区科兰路社区某小区物资中转站，工作人员正在为居民配送蔬菜。 （科兰路社区供图）

本报讯 （记者 黄乔）“感谢贵
院及时解除对我公司账户的冻结，为公
司疫情期间保供解决了难题，这下区域
内居民不会停气断供了。”日前，市一中
法院执行局干警巫大利收到被执行企
业某天然气公司负责人发来的信息。

该企业负责人表示，感谢重庆一
中法院善意文明执行，给予企业一定
的履行宽限期，并及时解除对企业资
金账户的冻结，使企业在疫情期间能
够持续正常运营保供。

企业陷借款纠纷账户被冻结

原来，在重庆某销售公司与某能
源（股份）公司、某天然气公司等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被告双方当事
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某能源
（股份）公司于2021年6月30日前一
次性偿还原告重庆某销售公司各种款
项共计1830万元，某天然气公司承担
连带责任。但此后某能源（股份）公司
未按约定履行，重庆某销售公司遂向
重庆一中法院申请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后，重庆一中法院
根据申请人申请依法冻结了某天然气
公司的账户。

疫情突如其来，该公司紧急联系
执行干警，称其属于保供企业，负责为
区域内居民日常生活用气提供保障，
现公司账户被冻结，加之疫情形势下
无法足额收回款项，生产经营出现困
难，急需该账户内资金向上游企业购
买天然气，以保证疫情期间居民日常
生活用气不断供。

合议庭召开紧急会议：解冻

得知这一情况后，执行干警立即
全面审查案情并严格核实被执行企业
的相关信息。

经查，某天然气公司确实属于保

供企业。为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
经营和抗疫保供的影响，执行干警立
即向该院执行局局长陶旭东汇报了案
件情况。

陶旭东紧急召集合议庭成员通过
视频会议对案件进行了在线讨论。在
征得申请执行人同意的基础上，合议庭
决定立即解除对该公司银行账户的冻
结措施，并给予其一定的履行宽限期，
在宽限期内不对其采取限制高消费、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强制执行措施。

另一方面，合议庭促使双方当事
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由该天然气公
司按期向执行申请人偿还欠款。

企业获得充足资金维持运转

合议庭虽然作出了决定，但案件

承办人巫大利和合议庭其他成员均因
疫情被封控在家，无法到院利用专门
的网络查控系统办理解除冻结事宜，
案件处理一时陷入困局。

为贯彻落实市高法院出台的“十
五条”措施，确保疫情期间“审判执行
不停摆”，经过一番沟通商量，合议庭
想出了院“内外”协同处理的办法——

由办案组未被封控的李勇联系所
在区基层法院，利用法院统一的审判
管理系统完成该天然气公司银行账户
解除冻结的报批申请，由在院闭环办
公的王乃志完成解除冻结的盖章流转
工作，从而确保了该公司第一时间获
得充足资金维持运转，继续在疫情期
间为区域内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气提供
保障。

这 家 保 供 企 业 账 户 解 冻 了
市一中法院落实“十五条”措施促成一执行案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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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区香雪苑社区，志愿者为封控楼栋内的居民提供
送菜上门服务。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