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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11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关系正常化
50周年。

习近平指出，半个世纪以来，中刚关系健康稳定发
展，传统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两国建立合作共赢的
战略伙伴关系，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有力增进了两国人
民福祉。我高度重视中刚关系发展，愿同齐塞克迪总统

一道努力，以两国关系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深化政治
互信，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开创中刚关系新
局面。

齐塞克迪再次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连任中共中央总书
记。他表示，半个世纪以来，刚中关系实现了持续、良好发
展。我愿不断深化两国传统友谊，推动刚中战略伙伴关系
取得新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同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
就中刚关系正常化50周年互致贺电

本报讯 （记者 张珺）国务院副总
理孙春兰23日至24日在重庆调研指导疫
情防控工作，主持召开前方工作组专题
会，前往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转运专班、江
北区观音桥街道富力海洋社区、南岸区
花园路街道南湖社区和龙门浩街道上浩
社区、南岸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渝北区北
斗星通二期厂房临时方舱医院、重庆华
银康公司医学检验实验室、西南大学等
调研，了解防控指挥调度、风险人员转运、
高风险区管控及物资保供、核酸检测、校
园防控等情况，围绕重点难点进一步研究
推动防控工作。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科学精准、加强统筹、集中攻
坚，落实“四应四尽”、日清日结要求，加快
实现社会面清零。

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
胡衡华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24日，在主持召开前方工作组专题会
后，孙春兰来到南湖社区调研社区防控。
她指出，应转尽转快转才能迅速切断病毒
传播链。要第一时间把阳性感染者收治
进方舱和定点医院，把密切接触者转运至
隔离场所。做好老旧小区流调，采取果断
措施消除社区传播隐患。在上浩社区调
研时，孙春兰要求加强保供人员等重点人
群闭环管理和重点场所防控。在南岸区
疫情防控指挥部，孙春兰视频调度街镇防
控工作，要求进一步坚持科学精准、群防
群控，通过核酸检测及时筛查出阳性感染
者，第一时间转运隔离，认真细致开展流
调，科学判定密切接触者，对“一老一小”
重点人群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快速阻断病

毒传播链条。方舱医院床位不足是目前
阳性感染者收治的最大瓶颈。在渝北区
北斗星通二期厂房临时方舱医院，孙春兰
要求进一步增加方舱医院储备，坚持按标
准和适用原则，加快建设进度，简化不必
要设施，尽快投入使用，及时收治阳性感
染者，安排援渝医务人员尽快入驻，为实
现日清日结提供坚实保障。在重庆华银
康公司医学检验实验室，孙春兰详细了解
核酸检测效率提升举措，强调要进一步优
化采送检报转收环节，早采样早出结果，
为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来到西南大
学，孙春兰听取全市校园疫情防控工作汇
报，强调学校要落实防控措施，尽量线下
授课，做好师生生活保障和心理疏导，共
同筑牢校园疫情防线。

23日晚，孙春兰前往市疫情防控指挥

部转运专班，了解阳性感染者转运实时情
况，督促推进有关区县转运工作。随后，
她来到江北区观音桥街道富力海洋社区，
实地察看阳性感染者转运过程，了解高风
险区物资保供、公共区域消杀等情况。她
强调，重庆市委、市政府和全市干部群众
对打赢疫情歼灭战态度坚决、充满信心。
病毒传播很快，工作刻不容缓。要以转运
工作为中心，推动流调、检测、隔离、收治
等工作相衔接，简化工作流程，提高转运
收治效率，耐心细致做好群众思想工作，
切实做到“四应四尽”、日清日结。要注重
发挥市区两级主动性，凝聚起广大干部群
众同心抗疫的强大合力，全力以赴打赢疫
情歼灭战，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影响。

孙春兰在重庆调研指导疫情防控时强调

争分夺秒 落细落实 全力阻断疫情扩散传播
陈敏尔胡衡华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本报记者 杨永芹

交通物流，是保障城市正常运转，确
保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的重要抓手。它直
接关系着人民群众“菜篮子、米袋子”等
重点民生物资供应，关系着能源、原材料
等重要生产资料供应。

当前，我市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如何
保障交通物流畅通，重庆日报记者进行
了采访。

公路货运：
落实“白名单”制度

在疫情防控下，如何确保货车正常
通行？

据了解，我市积极落实货运司机“白
名单”制度，已为6745名交通运输从业
人员办理了保供人员电子通行证，累计
转码货车司机1946人，切实保障货运物

流畅通。
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交通部

门还积极梳理长安汽车等龙头企业在长
三角等地区重点配套企业名单，协调48
户企业纳入工信部“白名单”管理。

同时，我市畅通重点物资车辆通行
证线上、线下办理渠道，按照“一车一证
一线路”原则，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发放
86753张。

此外，我市优化防疫通行管控措

施，印发《加强来渝返渝货车司机防控
工作的通知》，分类落实来渝返渝货车
驾驶员防控处置措施，不简单以车籍
地、户籍地作为限制通行条件，对货车
驾驶员实施分类查验和分类处置，确保
货车驾驶员在履行防控措施的情况下
顺畅通行。

数据显示，目前，全市4.5吨以上货
运车辆，约有18万辆在运行，正常上岗
18.5万人。 （下转3版）

我市交通运输行业全力以赴保物流畅通

11月23日晚，谊品生鲜经开区临时中
转仓，工作人员正在抓紧卸货。

特约摄影 郭旭/视觉重庆

如墨的夜色里，医护人员、志愿者、保供
人、建设者等一个个“守夜人”坚守抗疫一线，
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保障。他们如同一盏盏明

灯，给我们带来温暖的力量。虽然看不清他们
的面孔，但我们却记住了他们的身影。

向疫情下最美“守夜人”致敬!
致敬！城市守夜人

□本报记者 左黎韵

11月24日，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金科
天湖美镇小区，几张物业大叔“蜗居”地
下室的照片在小区业主群迅速传开。

拍摄照片的郑勇华是小区业主。
这天中午，他去车里拿东西时，无意中瞥
见地下车库的临时工棚里，几位物业
工人正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地吃着
午饭。

“你们咋在车库里吃饭呢？”郑勇华
好奇地上前询问。

原来，他们是小区物业绿化养护班
组的工人，自11月12日小区出现首例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以来，班组5位工人坚守

防疫第一线，负责封控楼栋的夜班值守、
物资派送、人员劝导等。由于物业住宿
紧张，十多天来，平均年龄超过55岁的他
们，吃喝住宿都挤在这间不到10平方米
的地下室里。

“我们的防疫卫士，辛苦得让人心
疼！”郑勇华拍下他们“蜗居”的照片发在
小区业主群里，并向大家喊话，“请给一
线防疫人员多点理解和关爱。”很快，400

多名业主在群里纷纷应援。

夜班值守、物资派送、人员
劝导，“50后”大叔集结抗疫

“中间那个李大叔我认识，昨天晚上
是他给我家送的水。”群里一位新手妈妈
第一个留言。就在前一天，她所在的楼
栋因出现阳性病例被封控管理。凌晨，
还没满月的孩子醒来喝奶，他们这才发

现家里的桶装纯净水见底了。小区自动
售水机安装在楼下花园，因为不能外出，
他们只得向物业求助。

当晚值守在楼栋卡点的是李庆国，
10分钟后，他拎着两大桶水气喘吁吁地
敲开了这对小夫妻的家门。还没等夫妻
俩说声感谢，李庆国的电话响了，又是居
民的求助电话。

（下转2版）

“我们的防疫卫士，辛苦得让人心疼！”
抗疫大叔“蜗居”地下室，小区居民喊话：请给他们多些理解和关爱

11月22日晚，东南医院急诊室，医务
人员正在查看患者输液情况。

特约摄影 郭旭/视觉重庆

11月23日晚，江北区石马河街道香雪
苑社区封控楼栋内，业主向送菜的志愿者
致谢。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11 月 23 日晚，寸滩方舱医院建设现
场，工作人员正在消杀。

市住房城乡建委供图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记者 戴小河）记者24日从中国石化获
悉，公司在綦江页岩气田探明地质储量1459.68亿立方米。这一储量日
前已通过自然资源部审定。

中国石化董事长马永生说，綦江页岩气田位于重庆市綦江区和贵州
省习水县境内，处于四川盆地川东南盆缘复杂构造区。该气田的发现揭
示了盆缘和深层页岩气具有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开辟了规模增储上产
新阵地，有效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这是中国石化“深地工程”的又一突破，该气田是我国盆缘复杂构造
区发现的首个中深层—深层页岩气大气田。马永生说，通常而言，埋深超
过3500米的页岩气，被定义为深层页岩气，綦江页岩气田的页岩层埋深
从1900米跨度到4500米，主体部分埋深大于3500米。

“深层页岩气上覆地层复杂，存在着页岩埋深大、地应力多变等多项世
界级难题，对技术要求高，勘探开发难度大。”马永生表示，如果说浅层页岩
气开发是将“羊肠小道”扩建为“高速公路”，那么深层页岩气开发便是在青
藏高原上开山架桥，修建复杂交错的“盘山公路”，勘探开发难度高。

在深层页岩气领域，中国石化在四川盆地矿权区内拥有深层页岩气
资源量6.3万亿立方米，是页岩气未来增储上产的重要领域。

綦江页岩气田
探明储量超千亿立方米

本报讯 （记者 杨
帆）11月24日，市委常委
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安
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
火灾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
和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孙
春兰副总理在重庆调研指
导疫情防控工作时提出的
要求，进一步研究部署在
疫情防控中更好服务群
众、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等
工作。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
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
记、市长胡衡华，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张轩，市委常委，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分指挥
长、片区统筹和重点区县
督导负责人等出席。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
书记对河南安阳火灾事故
作出的重要指示，充分体
现了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高
度重视，充分彰显了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
怀，为我们做好疫情期间
安全稳定工作提供了重
要遵循。当前，全市疫情
防控工作正处于最吃劲、
最关键的阶段，防控任务
依然艰巨繁重，容不得丝
毫松劲懈怠。全市上下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保持“时时放心不下”
的责任感，落实好“疫情要
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
安全”的要求，更好回应和
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依法
依规维护防疫秩序，有力
有效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
定，坚定信心、持续攻坚，
坚决打好打赢疫情歼灭
战。

会议强调，要加快推
进社会面清零攻坚。拿出打硬仗的战斗姿态，争分夺秒、以快制快，进一
步优化工作流程，提高疫情防控各环节工作效率，因时因势采取有效防控
措施，做到“四应四尽”、日清日结，力争用最短时间实现社会面清零，不断
巩固和扩大防控成果，进一步提振全社会抗疫信心。要更好保障群众正
常生产生活。加强货源组织，畅通物流通道，把生活必需品及时配送到群
众手中，做好居民看病就医等基本民生服务，落实好惠民政策，解决好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严格重点企业闭环运行，确保企业生产不断档、不掉
量，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要深入细致做好群众思想引导。采取多样
化方式，多渠道加大宣传力度，积极报道疫情防控中的凡人善举、暖心故
事，为抗疫工作传递正能量、营造好氛围。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加强政策
宣传解读，主动回应群众关切，有针对性地做好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有
效缓解群众焦虑。加大对涉疫谣言的处置和打击力度。要全力以赴维护
社会稳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进一步抓好重点场所、重点领域各
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畅通群众诉求
反映渠道，积极化解各种矛盾纠纷，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疫情哄抬物价等违
法犯罪行为。要加强人员合理调配。统筹好市内专业力量和市外支援力
量，发挥好下沉干部、志愿者和保供人员等的作用，充实社区防控和服务
保障力量，为抗疫工作提供有力支撑。一线防疫人员连续作战、十分辛
苦，要给予他们更多关心、理解、支持，落实好各项防护措施，让他们安心
安全投入抗疫斗争。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担负起
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满腔热情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
服务群众工作，进一步凝聚起众志成城、同心抗疫的强大合力。

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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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需根据各区疫情态势针对性施策
社会面攻坚清零有新进展

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感染者超过5.9万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