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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1月28
日，市医疗保障局、市财政局、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印发《关于做好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保障
工作的补充通知》，将疑似患者医疗

费用纳入医保报销；对于疑似患者
或确诊患者未参保的，在疫情流行
期间实行“即参即享”；病情稳定的
特病患者，可一次性开具不超过三
个月用量的药物。

市医保局等三部门下发通知>>>

疑似患者医疗费用纳入医保报销

本报讯 （记者 陈波）1 月
28日，记者从市应急局获悉，我市
已向万州区、渝中区、武隆区、秀
山县等8个区县调拨救灾帐篷、棉
被等物资用于抗击疫情基础工
作。

据了解，市应急局已印发《关
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救灾物资保
障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各区县应
急局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救灾物资

保障工作提出了要求，截至1月28
日，市应急局向万州区、渝中区、武
隆区、秀山县等8个区县调拨帐篷
254 顶、折叠床 192 张、棉被 422
床、棉大衣400件，用于疫情人员隔
离、值班值守等抗击疫情基础工
作。

与此同时，全市14支市级专业
救援队伍共357人在岗值班备勤；
航空救援总队2架飞机随时备勤。

市应急局>>>

向8区县调拨疫情防控物资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1月
27日，记者从丰都县获悉，该县自
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
后，迅速成立了疫情防控指挥部，在
原有8个专项工作组基础上增设作
风督查组，切实加强疫情防控过程
监管、责任督导。

据了解，即日起，所有进出丰都
境内的省际、县际班线客运、包车客
运车辆已暂停运营。

此外，全县各医疗机构也强化
医疗力量储备，确保能及时应诊，做
到病例“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
治疗”。

丰都>>>

增设作风督查组加强防控责任督导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1月
2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财政局了
解到，截至当日，市和区县已安排
疫情防控资金4.5亿元。

为确保资金及时发挥作用，市
财政局已建立疫情防控应急机制，
包括资金预拨、物资采购等多个方
面。比如，为让医疗机构能够及时
用到钱，该局与人行和金融机构建
立应急用款平台，解决了节日期间

不能拨款的问题；开通绿色采购通
道，只要是采购疫情防控急需的货
物、工程和服务，各单位可以自行
组织采购。

市财政局负责人表示，“资金+
政策”组合施策实现“三个确保”：
加强资金保障确保疫情防控不受
影响，加大补助力度确保患者救治
不受影响，做好物资采购储备确保
医护人员防护不受影响。

市财政局>>>

重庆安排疫情防控资金4.5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夏元）“此前公司单
日生产医用口罩产能约3万只，目前通过
24小时加班加点，每天最大产能可达到7
万只。”1月28日，位于南岸茶园的重庆
佰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佰
纳），机械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18
名现场工作人员每天执行“两班倒”，保障
24小时不间断生产。

当日下午，重庆日报记者在重庆佰纳
生产车间现场看到，多名“全副武装”的操
作工正在生产流水线上忙碌。经过多道严
格制作工序，一批批医用口罩陆续下线，随
即打捆、装箱、运送。重庆佰纳总经理周洪
介绍，该公司生产的口罩主要包括医用外

科系带口罩、医用外科挂耳口罩和一次性
医用口罩等。因疫情紧急，当前公司正加
班加点赶制生产的是医用外科挂耳口罩，
主要供给全市三甲医院以及社区、乡镇卫
生院等，保障病患及医务人员使用。

“为确保口罩供应，公司将8小时工
作制调整为24小时生产，公司全体员工
放弃了春节休假投入生产。”周洪称，最近
几天该公司已陆续投放医用口罩近40万
只，通过近期加班加点生产，预计在正月
十五前还有近100万只口罩投放全市医
疗系统使用。另外，目前重庆佰纳还加紧
对原材料及生产设备进行采购，为进一步
扩大口罩产能加大供应做好准备。

渝企全天24小时赶制医用口罩

□本报记者 黄光红

1月28日下午4点半左右，重庆商
社集团万虎物流园区，多辆载满新鲜蔬
菜的大货车刚刚到达，工作人员随即忙
活起来，陆续把蔬菜从货车上卸下来，用
板车等工具运送到出货口。整个场面忙
碌而有序。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运来的
蔬菜包括莲藕、白萝卜、卷心菜、芹菜、大
白菜、甜椒、莴笋和土豆等。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些蔬菜从四
川、云南和重庆一些区县的蔬菜基地运
送而来。而后，这些蔬菜将被重新分发
装车，连夜配送到重百、新世纪和重客隆
等超市各门店。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
后，重庆商社集团按照市委、市政府和相关
部门安排部署，号召全体干部职工坚守岗
位，多方组织粮、油、食品和生鲜、蔬果等货
源。重百物流配送中心24小时不间断保
供配送作业，即时配送至重庆主城及周边
区县230多家超市门店，全力满足广大市
民日常生活需要。其中，米面油、生鲜蔬菜
等民生商品日均配送量达8万多件、1700
吨。尤其是蔬菜，日均配送量达到4万
件、800吨，是往年春节同期的10倍。

目前，重百物流配送中心的民生类商
品总储存量达到近110万件，能够满足重
百、新世纪和重客隆超市各门店约25天
的销售需求。其中，库存米面类商品有

7.2万多件，食用油有8.8万多件，牛奶（含
奶粉）有8.2万多件，冻品有1500多吨。

重庆商社集团董事长何谦表示，接下
来，集团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

府防疫保供要求，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
期间的民生保供，让蔬菜、肉类等生活物
资源源不断地配送到超市门店。市民不
用担忧生活物资供应不足，也没有必要囤

货。具体将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全力保障供货。对于米油盐、

蔬菜、水果、面、蛋、奶等食品，当天卖完
的当晚补货，保障市民生活。

二是全力抓好备货。在目前库存充
足的基础上，重庆商社集团将继续协调
上游供应商春节不停工，多渠道组织货
源。同时，打破传统供货模式，派人直接
到工厂、基地拉货，保证主要民生商品源
源不断入库。

三是干部员工停休。从春节前夕开
始，重庆商社集团干部员工就全部停休。
公司高管分区划片到门店，指导基层场店
积极应对疫情，做好商品保供、疫情防护
及统筹协调等工作；员工加班加点、奋战
一线，大家全力以赴共同做好保供工作。

四是全力保障服务。重庆商社集团
承诺，近日，虽然商品进价有一定幅度的
上涨，但超市销售的所有商品一律不涨
价。同时，鼓励市民足不出户，通过“多
点”线上下单，由超市门店安排人将商品
送货到家。

另外，重庆商社集团还将坚持对配
送中心、超市重点区域进行每天5次的
卫生消毒，全体员工一律戴口罩作业。

米油蔬果供应足 市民可买平价菜

重庆商社集团：确保民生商品“保供稳价”

本报讯 （记者 周松）1月28
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存荣在
检查调研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工作时
指出，各区县各部门要加强统筹协
调，压实工作责任，采取非常措施，
多渠道筹措物资，全力以赴确保防
疫物资保障落实到位。

当日，吴存荣先后到丰都县重
庆惠全科技有限公司、重庆上坤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巴南区重庆双双
卫生材料有限公司等地走访调研，
实地了解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的
生产情况，帮助企业解决生产面临
的困难。

吴存荣强调，目前我市疫情防
控正处在关键期。全市各级各部
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工作部署，按照市委、市政府
统一安排，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
千方百计增加防疫物资储备。要
求市级相关部门组建工作专班，驻
厂对接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为
企业及时协调解决厂房、工人培
训、原材料供应、货物运输等问题，
确保全面释放产能，并迅速扩产。
要求各医药流通企业，多渠道采购
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不断增
加物资储备。要加强服务保障，开
辟绿色通道，对符合条件的生产企
业加快审批流程，为流通企业解决
通关、质检等问题，确保企业能够
及时投产，保障全市疫情防控物资
供应。

吴存荣在检查调研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工作时指出

加强统筹调度 压实工作责任
确保防疫物资保障落实到位

本报讯 (记者 余虎)1月28日，重
庆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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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5-8天，我市仍然处于防输入扩
散的关键时期，全市各项防控措施将持
续跟进。

关于疫情走势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唐文革在通气会
上表示，未来5-8天，我市仍然处于防输
入扩散的关键时期。

唐文革说，我市自1月21日确诊第
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以
来，确诊病例明显增加。这符合疫情发
生发展规律，主要原因有4个方面:一是
地域临近、人员流动频繁导致病例输入
多。二是春运高峰、返乡人员陡增导致
病例输入集中。目前，80%以上的病例
均为输入性病例，90%以上为1月24日
前发病。三是监测力度加大使得病例发
现更及时。四是诊断报告程序的简化使
得病例确诊更快。

通过研判评估，他认为，未来5-8
天，我市仍然处于防输入扩散的关键时
期，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关于医疗救治

市卫生健康委党委副书记夏沛通
报，除4个集中收治医院外，我市还确定
了儿童和外籍人士患者集中收治医院。

夏沛介绍，我市对确诊患者实行片区
集中救治，4个集中救治医院分别是市公
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重庆三峡中心医
院、重医附属永川医院、黔江中心医院，按
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四版)》规范开展集中治疗;重医附
属儿童医院承担主城片区儿童确诊病例
和全市儿童重症病例的集中救治工作;重
医附一院、重医附二院江南院区承担全市
外籍人士确诊患者的集中救治工作。

同时，为做好疫情发展应对准备，将
市人民医院两江院区、巴南区人民医院新
院区作为全市集中救治定点后备医院，预
备床位2000张，启动收治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患者的设备、设施完善工作。

目前，由呼吸、重症、感染、中医、院
感、影像、检验、护理等相关专业70名专
家组成的市级医疗救治专家组，已赴各
定点医院指导，对重症和危重症病例加
强重点会诊。

关于交通管控

市交通局副局长陈永忠通报，目前，
我市一些区县相继采取交通管控措施，

都是在各区县事权范围内依法作出的。
下一步，还会视疫情和各辖区具体情况，
采取相应的交通管控措施，请广大市民
理解支持。

1月28日6:30起，我市在轨道全线
网170个车站，启动乘客体温防疫筛检
工作，倡导乘客戴口罩乘车。考虑到轨
道交通的密闭性特点，1月 29日 6:30
起，我市1、2、3、6、10号线及环线的发车
间隔将调整为10分钟，4、5号线的发车
间隔将调整为15分钟。不过，1月 29
日、30日轨道交通仍然按22:30收班。

提醒广大市民，尽量减少不必要的
交通出行，为了自己和他人健康，倡导戴
口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关于城乡社区排查

市委政法委风险防控办负责人张强
在接受媒体提问时表示，全市第一轮城
乡社区排查将在29日内完成，截至28
日，已累计发现可疑症状人员421人(注：
不同于病理学上的疑似病例)。

未来，我市还将按照城乡社区每5
天至少排查一次的要求，持续进行下一

轮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据介绍，各区县以城乡社区为单位，

以网格为基础，日均组织民警、医务人
员、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等40余万人，
通过走访调查、进家入户等形式，开展全
面、深入、彻底的拉网式排查，对今年1
月1日以来重点是1月10日以来，从湖
北省特别是武汉市返渝及来渝走亲访
友、旅游等人员进行排查。

自1月24日启动社区排查以来，全
市累计入户走访排查 10887822 户、
27959025 人，累计发现可疑症状人员
421人。

对排查出的可疑症状人员已及时通
报当地卫生健康部门筛查甄别是否存在
疑似病例，确保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
早治疗。

同时，我市还在21条高速公路入渝
通道和66个各省入渝通道，以及市内4
个机场、38个火车站、96个长途汽车站、
12个主要客运码头，设置了联合检查
站。截至1月27日15时，累计检查车辆
4.8万余台、12.4万余人，共发现可疑症
状人员270人。

未来5-8天

重庆仍处于防输入扩散关键时期

1月28日，位于南岸区的重庆佰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操作全自动
口罩生产机生产口罩。 记者 张锦辉 摄

1月28日，重庆商社集团万虎物流园区，工作人员正将生鲜货物分拨至各超市门
店。 记者 罗斌 摄

“小张，身体怎么样？生活还适
应不？有啥困难没？”1月28日下
午，荣昌区委书记曹清尧、区长高洪
波看望在荣接受医学观察的湖北籍
人士张某，为他送去了慰问品。

张某是湖北黄冈人，此行来荣
是为了访友。出于疫情防控需要，
经荣昌区相关部门的宣传引导，张
某自觉在定点酒店隔离接受医学观
察，目前情况正常。

为全面做好疫情防控，荣昌对
在荣湖北籍人员进行了定点安置。
该定点酒店负责人介绍，“我们安排
了专人负责每日消毒，同时每天都
会收集住宿人员身体情况，一旦发
现有发热、乏力、咳嗽等症状，立即
送至区人民医院发热门诊就诊。”

据统计，湖北返荣一共3049

人，其中武汉返荣1724人。对于湖
北返荣居家观察的人员，荣昌实行
了一天三访管理，家庭医生也要进
行一天两次的随访、实施医学观察，
并为他们提供物资帮助，让大家安
心在家实行居家隔离。

不仅如此，为了严控疫情，荣昌
区还对进入辖区的湖北籍机动车进
行定点停放、定点消毒防护。全区共
设22个湖北返荣车辆停放点，给51
辆湖北籍车辆免费消毒，专人管理。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
‘新型冠状病毒’是我们唯一的、共
同的敌人。我们在做好‘严控’的同
时，也要做好在荣湖北籍人员的安
置，让他们感受到荣昌的温度。”曹
清尧说。
（荣昌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光慧）

荣昌>>>

用心用情安置在荣湖北籍人员

本 报 讯 （记 者 李 珩）“加油！
你们是最棒的！”1月 28日 8时 56分，
重庆北站站台，继第一批赴鄂医疗队
后，重庆市第二批市级医疗队15名队
员开赴湖北。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的
统一部署，本批次医疗队将前往武汉
市。

第二批市级医疗队由重庆市急救医
疗中心、重庆市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

第一医院、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抽调
的护理人员组成，共15人。

早上8点过，队员们陆续抵达重庆
北站，来自市急救医疗中心的吴豪杰是
第二批市级医疗队唯一的男队员，年仅

25岁。
“其实早在25日我就递交了请战

书，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冲锋在前，义不
容辞。”吴豪杰在“请战书”上写道：“战斗
的春节，我始终和科室团队在一线工作，

有信心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疾病
不退，我们决不收兵。在此，作为一名共
产党员，我郑重宣誓，我志愿加入抗击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疗队，无所畏
惧，绝不退缩，竭尽全力。”

重庆市第二批市级医疗队出征湖北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月28日，
重庆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综合办公室发布通知，
明确本市各类企业复工、复产时间不得
早于2020年2月9日24时。

通知指出，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重要部署，加强我市疫情防控工
作，有效减少人员聚集，阻断疫情传播，
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
我市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
制的有关规定，本市各类企业复工、复产
时间不得早于2月9日24时。涉及市民
生活和城市运行必需的行业（如供水、供
气、供电、通讯、超市、农贸市场等）、疫情
防控必需的行业（医疗器械、药品、防护
品生产和销售等）及其他需要复工、复产
的行业除外。用人单位要依法保障员工

合法权益。
通知要求，确因工作需要提前返渝

的人员，各单位要主动加强疫情宣传和
查验防控工作，及时掌握人员动向和身
体状况，对来自或经过疫情重点地区的
返渝人员一律严格执行检验监测、医学
观察、隔离治疗等措施。

已复工、复产的企业要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各项措施并做好健康防护，因疫
情防控不能休假的职工，应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安排补休，未休假
期的工资报酬应按照有关政策保障落
实。其他企业复工、复产后，要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和服务保障各项措施，确保生
产秩序平稳有序。

通知要求，各区县（自治县）政府、
市级各部门、有关单位要严格落实属
地、属事责任，各企事业单位要严格落
实主体责任，重要情况及时按程序处置
上报。

我市各类企业复工复产不得早于2月9日
涉及市民生活和城市运行、疫情防控必需的行业及其他需要复工、复产的行业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