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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动态

疫情当前，各行业各系统涌现出众多战斗在一
线的“逆行者”。渝北区精心组织实施“温暖逆行者”
志愿关爱行动，区委宣传部与教育、卫生、住建、共青
团、妇联等组建关爱行动专班，为一线“逆行者”家人
解决实际困难。

渝北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已面向全区收集13家医疗机构、44户家住
本区医务人员的需求，组织志愿者线上线下逐一摸
清其具体困难，形成“一户一册”需求清单82个。11
月17日以来，已有258名志愿者参与“点对点”关心
活动，为“逆行者”家人提供代购代买、在线辅导、心
理关爱等服务420余次。

（记者 张莎 实习生 王凯）

渝北 为“逆行者”家人送温暖

在九龙坡区华岩镇华福雅苑社区，有这样一个
特别的核酸采样台：党员吴安云是秩序维护员，妻子
是采集员，儿子是信息录入员，岳父、岳母是志愿
者，一家5口齐上阵，负责同一个核酸采样台的各项
工作。

“社区有困难，党员理应冲锋在前。我们一家人
都愿意为抗疫出点力。”11 月 17 日，吴安云告诉记
者，他是九龙坡区职业教育中心老师，妻子周铭是医
务人员，“一家人中有党员，有医务工作者，对社区群
众又熟悉，完全可以承担一个核酸采样台的工
作。”

（记者 彭瑜）

九龙坡 党员带领全家上一线

11月22日，得知技术人员已赶到公司现场开展
运维，重庆程远未来有限公司负责人松了一口气。
程远未来是市内一家软件企业，因技术人员所在小
区临时封控无法进出，企业的数据机房无法按时进
行运维。市经信委接到企业诉求后，在不违反疫情
防控政策前提下，第一时间协调相关部门，帮助企业
解了燃眉之急。

“落实专人联络和建立供需对接，帮助企业统
筹做好生产经营和疫情防控，是近期市经信系统的
主要任务。”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连日来该
委通过发布行动倡议、摸排调研企业，清单化逐项
解决企业反映的重难点问题，同时还组织产业内部
物资调配、线上防疫常识培训、协调企业生产条件
保障等。

（记者 夏元）

市经信委 多措并举保企业运营

“张书记，我妻子刚做手术不久，现在身体出现
不适，我们想去医院，需要你们的帮助！”11月16日
上午9点40分，大渡口区九宫庙街道百花社区居民
王林打电话向社区党委书记张家强求助。

王林所在小区属于高风险区域。
张家强放下电话，立即通知“及时帮”爱心车

队。离王林家不远的志愿者胡军第一个报名。15
分钟后，胡军已开车到王林楼下，将病人送往医院。

张家强介绍，“及时帮”爱心车队已发展到5辆
轿车、7辆摩托车，这几天，已接送病患100余次。

（记者 张莎 实习生 王凯）

大渡口 爱心车队接送居民就医

因为疫情防控需要，11月10日起，雍江翠湖小
区开始实施临时封控。近日，小区核酸采样和物资
配送等陆续出现人员短缺情况，需要招募志愿者。
渝中区公安分局化龙桥派出所社区民警李逵在雍江
翠湖小区业主群发布志愿者招募信息后，业主们纷
纷报名。

“我是医生，我来当志愿者。”
“李警官，我是党员，我可以支援防疫。”
……
最终，社区确定了10名志愿者，他们中除了医

务人员，还有特警、健身教练、企事业单位员工等，分
别配合支援核酸采集、现场秩序维护、物资配送等工
作。“这几天陆续还有居民向我报名参加志愿服务，
让人很感动。”李逵说。

在新一批志愿者加入后，小区核酸采集效率明
显提高，小区物资配送也快了很多。

（记者 周松）

渝中 小区居民争当志愿者

连日来，市农业农村委组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
供工作专班，干部职工闻令而动下沉“疫”线，筑牢农
产品稳产保供和社区防疫“两条防线”。

市场品牌处处长罗松就和同事一起24小时值
守，积极做好中心城区每天的蔬菜、肉制品、水产品
市场保供情况调度，和价格监测预警、网上审核重点
物资通行证等工作。党员胡友兰和同事一起，坚持
线上线下督促指导各区县全面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确保疫情期间全市蔬菜、水果、畜禽产品和水
产品等重要农产品的产地检测合格，让市民吃得放
心。

截至11月21日，市农业农村委系统直属单位、
机关已有 1383 名党员向所在社区报到登记，累计
959人就近就便参与疫情防控。

（记者 赵伟平）

市农业农村委 筑牢“两条防线”

□本报记者 黄光红 见习记者 贺子桓

连日来，受疫情影响，重庆中心城区生
活物资保供面临一定的压力。如何保障居
民生活物资供应，让大家安心居家、同心抗
疫？连日来，重庆粮食集团、重庆农投集团、
重百新世纪超市、重庆永辉超市等重点保供
企业使出浑身解数，在生产、销售、物流配送
等各个环节全力以赴，保障市民的“菜篮子”

“米袋子”。

重庆粮食集团：
员工主动请缨留宿厂区保生产

连日来，重庆粮食集团红蜻蜓植物油厂
的生产车间一派忙碌景象。

为了在特殊时期做好粮油保供，重庆粮
食集团旗下红蜻蜓植物油厂、人和臻源米厂
的100余名员工，主动请缨留宿厂区，开足
马力满负荷生产。11月以来，两工厂已共计
加工生产食用油5000余吨、大米近2000
吨。同时，采购了食用油1万吨、大米4400
吨。

这些食用油和大米，很快就被运送到全
市的销售端。

“最近几天，小包装食用油需求量猛增，
我们努力协助经销商维护好1.2万个销售门
店的补货工作，做好小包装食用油供应。”重
庆粮食集团旗下凯欣油脂公司销售分公司
总经理朱宏说。

重庆粮食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集团所
属各公司在粮油加工、储运、配送、供应商等
各环节做到了无缝衔接，确保粮油产品在重
庆市内21个市辖区24小时内配送到位，市
内其他区域48小时内配送到位。此外，各
公司还在生产端主动对接各大卖场，及时补
货铺货，全口径敞开供应。

连日来，凯欣油脂公司已累计向市场供
应包装油1.17万吨，重庆粮食集团所属健康
产业公司累计向市场供应成品大米6624
吨、配送生鲜516吨，所属批发市场公司成
交粮食16万吨。

重庆农投集团：
生产、配送环节争分夺秒

11月21日凌晨3点，重庆农投集团天
友乳业公司，乳品二厂一车间的设备仍然在
正常运行。

重庆友生活冷链物流有限公司是天友
乳业所属企业，该公司汽车维修部经理毛传
勇告诉记者，为了在疫情期间争分夺秒保持
高效率配送，他和13名同事成立了“汽修突
击队”，24小时驻厂工作。

为保障配送安全，天友物流配送车辆每
天会进行两次消杀，且需凭借专门的通行证
方可进入工厂。

除了天友乳业，重庆农投集团旗下的其
他企业也在全力保供。如，重庆农投肉品公
司要求管理人员不离岗、生产工人不离场，
延长生产时间，多渠道稳定中心城区猪肉供
给。

三峡渔业公司近日成立了保供领导小
组，努力克服疫情影响，组织产品调运，满足
市民对优质鱼产品的需求。

“11月9日以来，集团所属乳业、肉业、
渔业、冷链物流、蛋业等保供企业，已向市场
供给优质乳制品8100余吨、生鲜猪肉2800
余吨、优质淡水鱼1.6万斤、鸡蛋670余吨，
配送蔬菜等各类生活必需品2200余吨。”重
庆农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集团
将继续全力保障市民生活所需。

重百新世纪超市：
渝东北“突击队”驰援中心城区

连日来，受疫情影响，重百新世纪超市
在九龙坡区的11家超市关停。保供任务最
重的杨家坪店、九龙广场店和瑞成商都店，
更是所有员工都无法上班，连最基本的线上

订单供应都成了问题。
但另一方面，市民在线上下单购买生活

物资的需求又持续增长。近几天来，重百新
世纪超市门店每天的线上订单量已达到平
时的3-5倍。

怎么办？重百新世纪超市及时启动应
急预案，从其渝东北片区11个门店抽调20
名员工组成“突击队”，紧急支援杨家坪街道
辖区内的九龙广场店。

重庆百货超市事业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有了“突击队”的支援，新世纪超市九龙广场
店承担起了包括杨家坪店、瑞成商都店等3
家超市门店的保供任务。“21日，仅九龙广场
店就完成了1300单的配送，让附近居民吃
上了一颗定心丸。”

重百新世纪超市营运总监龙燕透露，因

疫情防控需要，中心城区的数十家重百新世
纪超市转为线上营业，急需与配送相关的人
手。重百新世纪超市渝东北片区第二支“突
击队”20名队员也于21日抵达中心城区，并
于当天迅速投入“保供战”。

重庆永辉超市：
有个“飞鹰”团队奔跑在保供一线

在重庆永辉超市，有一个特殊的团队
——“飞鹰”团队。这个团队的成员，有的是
营运经理、店长、合伙人，有的是人力资源、
行政或后勤等岗位人员，但最近，他们每天
都在不断切换各种角色。

在门店电商业务有需求的时候，他们便
瞬间化身为拣货员、打包员、补货员或配送

员，“奔跑”在门店各个角落和周边的大街小
巷，把生活物资送到一个个小区保供点。

组建“飞鹰”团队，是重庆永辉超市全力
保供的一个缩影。

据重庆永辉超市相关负责人介绍，连日
来，公司加大力度从市内外采购各类生活物
资，举全市150家永辉超市门店、近2万名员
工之力，保障市民的“菜篮子”需求。

目前，该公司大米库存量达到3100吨，
可满足各门店1个月正常销售；食用油库存
量达近1100吨，可满足各门店2个月正常
销售；可日均供应蔬菜600吨（备货量为日
常 2-3 倍），日均供应水果500吨及肉禽产
品300吨（备货量为日常1.5-2倍）。同时，
蛋品、面粉等生活必需品均供应稳定，库存
充足。

企业员工入住工厂保生产 建“突击队”物流配送抢速度

重庆全力保障市民“菜篮子”“米袋子”

保障“最后一米”

11月20日凌晨3时，永辉超市物资运输车辆从垫江高速路出口经
过。 特约摄影 向晓秋/视觉重庆

11月22日，两江新区天湖美镇社区，恒大华府小区入口处，志愿者
在为居民配送蔬菜。近日，天湖美镇社区特别成立了生活物资转运组，
为居民提供转运蔬菜等服务。 通讯员 鸿雁 摄/视觉重庆

11月22日，大足区供销社工作人员来到万古镇玉清村，帮助当地的蔬菜专业合作社采摘蔬菜、打包上车，发往中心城区。
通讯员 谭显全 摄/视觉重庆

11月20日，渝北区星光大道，盒马配送小哥的摩托车上挂满
了市民采购的货品。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严
薇）11月22日，记者从重庆市市场监管局获
悉，重庆12家重点电商平台、线上商超企业
在参加该局组织的行政约谈会后，纷纷加大
保供稳价力度，部分电商、线上商超推出了

“惠民”蔬菜包。
据介绍，针对市场监管部门指出的落实

平台责任、加强平台内经营者管理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以及提出的整改要求，连日来，12
家参会企业在保障商品供应、统筹运力调
度、优化配送服务、加强平台管理等方面全
面发力，力保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

保障供应

在保障供应方面，淘菜菜从周边省市调
运生鲜供给，并加大实惠蔬菜包供应，推出
18.99元5斤、29.99元10斤的蔬菜包；

重百、新世纪对蔬菜和猪肉等民生商品
按照日常补货量的1-1.5倍备货，确保市场

供应；
华润万家加大蔬菜等民生商品的备货

量，从周边直接配送到重庆门店，同时增加
门店线上拣货人员。

优化配送

在统筹运力方面，饿了么调度8000名
配送人员，力保订单配送；京东到家在妥善
安排部分连续跑单骑手回家休息的情况下，
积极增加运力储备。

在优化配送服务方面，永辉实行“三个
及时告知”：在部分商品不能当天送达时，及
时告知顾客取消订单或次日送达；在部分商
品缺货时，及时告知顾客更换单品或取消订

单；在因管控临时关闭门店时，及时告知顾
客订单无法配送的原因。

淘菜菜则加大了对团点的支持和服务，
对下单后出现因管控不能取货的团点，积极
给予配送支持，确因不可抗力无法送达的，
及时与“团长”沟通，并第一时间退款。团购
模式的多多买菜，全力保障订单配送交货。

加强管理

在加强平台管理方面，各企业纷纷启动
自查自排，强化对重点商户、重点商品的巡
查和筛查，加大内部价格监测、监控力度。

重百、新世纪实行营、采、销、总部监管
上下一体，要求营运部门形成每日价格、质

量、货量、市场稳定等疫情期间情况通报机
制；淘菜菜加大中心仓环节进货查验力度和
频次，通过技术等手段加强价格巡控；华润
万家将调价权回收总部，由总部采购处理，
每日每店安排专人核价并及时反馈；饿了么
加强平台价格预警监测；叮咚买菜积极协助
市场监管部门处理关于涨价方面的投诉，并
提供自疫情前到现在的平台价格走势图。

在加快消费者投诉处理方面，各企业也
加大纠纷处理介入力度，对已发生的投诉举
报加快处理。美团收到某区标注不规范的
监测信息后，立即对该区域所有店铺进行排
查，对存在类似标注的32家店铺涉及的542
个商品，要求一日之内全部整改。

重点电商平台、线上商超推“惠民”蔬菜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