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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重庆公司 构建“数智抗疫”防线支撑电力保供

同心抗疫 保电担当
供电企业在行动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构建“数智”
抗疫防线，整合各项数字化公共服务能
力，全面支撑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电力保
供各项工作。

11月以来，为应对疫情产生的电力
生产经营、防疫管控等巨大挑战，国网
重庆公司利用“i国网”、流程事务管理
平台等各项公共服务能力，支撑电网生
产运行等各项工作高效推进。

“我出不了门怎么处理内部邮箱信
息？”

“疫情期间各类工作如何快速传

达？”
这是11月疫情封控以来，平台中

心收到最多的疑问。为及时解决各位
同事的烦心事，确保工作不停、程序不
乱，平台中心积极优化通过“i国网”在
线完成内部邮箱查看非涉密文件及线
上视频会议等功能。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启用“i国网”
内网邮件功能后，截至目前，使用“快捷
表单”开展人员到岗等各类信息收集
31739余次。同时该公司各单位利用“i
国网”音视频会议支撑利用“i国网”

App视频会议方式开展保电和疫情防
控工作线上会议15523人次，构建保供
防线。

疫情防控进入关键期。今天，您
健康打卡了吗？“健康打卡”是国网重
庆市电力公司采取的疫期重要防控手
段之一。

该公司为及时快速了解一线员工
的健康情况、排查疫情风险，要求员工
每天进行“疫情防控，员工健康打卡”。
该系统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极大便
利。员工健康管理负责人能够自动统

计员工健康情况，通过图表直观展示，
能清楚地看到多少人出现发烧、咳嗽，
是否出入疫情重灾区，是否有异常接触
等一目了然。

该公司还通过报表平台、消息组
件及时推送重庆市疫情动态、电网运
行、营销服务等信息，发布“今日早报”
1400余人次，为抗疫防线建立打好坚
强基础。

“疫情居家，‘i国网’移动办公查阅
及办理文件，进行事项申请，保障了疫
情防控期间各项工作有序开展。”该公

司数字化部刘克恒说。该公司充分利
用“i国网”移动办公应用，全面提升员
工的办公体验，提高了流程处理和信息
传递效率，确保疫情期间疫情防控和居
家办公两不误。

随着移动办公应用持续深入和应
对疫情长期作战的实际需要，基于“i
国网”、流程事务管理平台和各项移动
应用功能，开展现场查勘、故障处理、
线上审批等移动作业，实现值班、设备
检验到期等任务自动提醒，助力66小
时点亮寸滩方舱医院，筑稳生产保电

防线。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还将着力疫

情期间急难愁盼需求，持续围绕疫情
精准防控、赋能经营决策等方面，完善
各项数字化公共服务能力，筑牢各项
防线，为全面打赢疫情歼灭战作出最
大努力。

胡娇 龚黎慧倩 汪莎莎

□本报记者 杨骏 申晓佳

“轰隆隆……”11月30日，早上6点过，天还没亮，田伟
伟就启动了货车。今天他要运5000份蔬菜包去璧山。

田伟伟是重庆保供企业果琳鑫园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
司机。本轮疫情发生以来，该企业平均每天都要从涪陵、武
隆等基地运输10车左右的蔬菜、肉类等物资到中心城区。

像田伟伟一样，疫情期间还有很多保供车辆和司机，以
及外卖小哥奔波在路上，保障生活物资的供应。重庆在日
前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活物资供应保障工作的通知》
（简称《通知》）中明确，要督促保供单位配备充足人员力量，
配备充足配送货车和备用车辆，保障保供车辆通行顺畅。

保供通行车如何申请？驾驶司机是否安全？物资运输
过程中是否畅通？重庆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保供车辆司机闭环管理

“我来运货了。”11月28日上午10点50分，胡师傅驾驶
着面包车抵达重庆天利实业有限公司位于寸滩的冻库。因
为不能下车，所以他只能摇下车窗喊着。

胡师傅是一名货拉拉司机，于11月26日获得了全市范
围的保供通行证。当天晚上，他就接到了重庆天利实业有
限公司的预约订单——28日，把一批阿克苏糖心苹果送到
汽博中心寻味新疆连锁会员店。

“自从拿到保供通行证后，每天都会接到保供企业的运
输订单，行程排得很满。”胡师傅说。

货拉拉相关负责人介绍，从11月20日起，平台就陆续
挑选500余名司机，为其申报了保供通行证，参与全市生鲜、
蔬菜、米面粮油等生活物资保障物品运输。

根据防疫要求，这些保供司机都要符合防疫条件，比如
核酸检测阴性、历史行程轨迹不涉及高风险区域等。

“现在全市的保供人员通行证主要是电子证。”市交通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各保供单位申报通行证时，必须向所在
单位防疫指挥部填写相关车辆、人员的详细情况，信息汇总
后将由全市的大数据平台进行筛查，不符合条件的将无法
获得通行证。

保供司机和车辆还必须一一绑定。申报通行证时，司
机和车辆都是对应的，除非遇到特殊情况并提前申报，否则
在运输时，发现人与车不对应，是无法通行的。

申报了通行证的司机也要落实疫情防控措施，采取“即
采即走即追+闭环管理”。以重庆果琳鑫园科技有限公司为
例，公司有15辆保供运输车，配备了15名保供司机，这些司
机运输过程中全程不能下车，吃住都必须在指定区域。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重庆对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
实行“应办尽办”，累计办理超14万张重点物资通行证。同时，在高速公路服
务区设立了21个“司机之家”，为货运司机提供休息、就餐等多项服务。

保供车辆进得来出得去

11月19日凌晨1点过，一辆满载医疗物资的重型挂车从湖南来到重庆。
因为司机不是本地人，对道路不熟悉，行至江北区五里店立交时，发现车辆超
高无法继续行驶。

司机立即与江北区交巡警支队联系，支队迅速出警，逐一测量五里店立
交各条匝道上方立交桥的实际高度，以及车辆需经过相关路段的龙门架、红
绿灯、标志牌的实际高度。很快，交巡警就定制出了一条安全可行，且用时最
短的线路。

凌晨2点50分，重型挂车在警车护送下顺利抵达预定点位。
疫情期间，重庆各区县努力保障市外来渝通道、中心城区跨区通行和区

内微循环畅通。
比如，两江新区按照《通知》中见货放行的原则，对运输蔬菜、肉等生活用

品的车辆开辟绿色通道。两江新区现代服务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避免基
层工作人员对保供车辆放行条件不熟悉，他们安排专人与每个街道建立保供
信息沟通群，随时解答放行有关问题。

渝中区针对保供人员力量不足、物资跨区流动不便等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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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渝中区已累计
为超市、电商平台等保供企业员工办理电子通行证1.11万余张。全区各临时
售卖及快递外卖提取点运转顺畅，确保了物资进得来、出得去，物资配送“最
后一米”畅通。

沙坪坝区按照“一人一证”“人证一致”“见证放行”原则，畅通生活物资运
输“绿色通道”，保供人员持证均可上下高速、进出小区。同时，该区还安排专
人负责协调保供车辆、人员通行问题，依托镇街保供工作群点对点将遇到通
行障碍的车辆、人员、具体卡点等信息反馈属地镇街，及时高效协调放行。

各大平台加派人手增援保供一线

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忙着对蔬菜水果、肉禽、水产等近2000种生鲜商品
进行分拣打包……11月25日深夜12点，位于沙坪坝区的叮咚买菜重庆分选
中心仍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26岁的邱郎主要负责水产商品每晚来货的品控验收工作。外观有损伤
的鱼虾，会被他第一时间挑出并退回。

邱郎来自成都，重庆发生疫情后，他主动报名到重庆支援。
“支援的同事从全国各地赶来，一共有200多人。”邱郎说，连日来，大伙

专心致志忙保供，虽然比平时更累，但感到工作很有价值。
增援，是连日来保供一线的“关键词”之一。记者从市商务委了解到，近

日京东物流从重庆周边调集500多名快递小哥协助末端送货，目前支援人员
已严格按照防疫要求投入到重庆中心城区各配送站，协助当地送货。

同时，京东旗下的达达快送也通过新骑士招募、老运力激活、人员补贴等
措施增加骑士数量，并精准识别各地区运力需求，及时调度，确保配送稳定。

增加人手的同时，各个平台和社会多方也在努力为保供人员提供食宿和
防疫保障。

例如，市委统战部、市住房城乡建委、团市委积极发动重庆到家了、链家
等公司，协调出中心城区1500余个门店作为“临时驿站”，为保供商家的骑手
提供住宿、休憩、补给等服务，已累计服务保供骑手超过1万人次。

美团外卖、美团酒店联合重庆多家爱心商家推出10家美团爱心酒店，已
覆盖江北区、渝北区、九龙坡区、南岸区、渝中区、沙坪坝区等，可为骑手免费
提供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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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最后一米”
生活物资供应保障调查③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1月30
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第 154 场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新闻发言
人杨琳介绍，我市疫情快速上升的
势头目前得到了有效遏制，疫情形
势趋稳向好，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
段性成效。

高风险区一般以单元、楼栋
为单位划定，不得随意扩大

杨琳说，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重
庆工作组的有力指导下，市委、市政府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认真贯彻“三个坚定不移”，坚持第
九版、落实二十条，全市上下团结一
心、众志成城、以快制快，有力有序有
效推进疫情歼灭战。

我市疫情快速上升的势头目前得
到了有效遏制，疫情形势趋稳向好，疫
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具体表
现为：从27日至29日近三日的情况
看，全市每日新增感染者分别为9612
例、8721例、7792例，呈逐日下降的
趋势。连续三天，每天下降1000例左
右。中心城区非高风险区新增感染者

占比分别为4%、3.15%、3.2%，呈下降
趋势。

杨琳说，目前，我市疫情防控正处
于关键期，市委、市政府科学研判疫情
形势和走势，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综合组重庆工作组的指导下，提出要
更加科学精准务实高效开展疫情防
控。按照第九版和二十条要求，因时
因势调整优化防控措施，不断巩固疫
情的防控成果。

杨琳通报说，中心城区和梁平区，
按照分区分类、由点及面、逐步放开的
思路，由各区根据疫情发展的形势，以
小区、社区为单位创建无疫小区、无疫
社区，人员可在无疫小区、无疫社区内
有序流动，但不聚集，以乡镇（街道）为
单位，实行差别化的防控措施。其他
区县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常
态化防控。

关于高风险区的划定调整。要精
准研判动态调整高风险区，做到快划
快封快解，原则上将感染者居住地以
及活动频繁且疫情传播风险较高的
工作地和活动地等区域划为高风险
区，高风险区一般以单元、楼栋为单
位划定，不得随意扩大。符合解除高
风险区条件的及时解封，调整为低风
险区。“由于前期在疫情暴发初期，感
染来源不明，而且存在广泛的社区传
播，我们在高风险区的划定上范围相
对比较大一些。现在经过高风险区划
定以后的有效管理，社区的传播得到
有效控制，所以现在就是要以小区的
单元和楼栋为单位来划定更加精准。”
杨琳说。

中心城区5个区连续3日以
上未报告社会面感染者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畔介绍，
11 月 29 日，全市报告新增感染者
7792例（不含由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
病例的41例），较28日减少929例，社
会面发现感染者 247 人，占比为
3.17%，连续三天低于 5%。总体来
看，疫情快速上升的势头得到了有效
遏制，社会面清零攻坚取得了阶段性
成效，形势趋稳向好，但防控工作仍处
于关键期。

中心城区以外的区县，11月 29
日共报告新增感染者1407例，其中梁
平区报告新增893例，垫江县、秀山
县、巫溪县的疫情趋于平稳，11个区
县报告新增为个位数，2个区县未报
告新增感染者；社会面发现感染者96
人，占比为6.82%，19个区县未报告
社会面感染者。

就中心城区而言，11月29日共
报告新增感染者6385例，较28日减
少1186例，报告数量连续2日下降。
另一方面，中心城区社会面发现感染
者151人，社会面占比连续5天下降，
持续下降至2.36%，大渡口区、沙坪坝
区、巴南区、北碚区、重庆高新区等5
个区连续3日以上未报告社会面感染
者；181个高风险区连续5天没有新
增感染者调整为低风险区，132个镇
街、1594个村（社区）实现了社会面清
零。中心城区的疫情形势逐步向好。

目前，全市在市级集中救治医院、
区县级定点救治医院和市、区县两级

方舱医院进行集中隔离治疗和隔离医
学观察的新冠患者、无症状感染者共
有90147人，病情稳定。

符合条件的密切接触者可
居家隔离，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
员核酸检测

李畔介绍，对一些特殊患者，比如
有严重的基础性疾病，一些老年人、孕
产妇或者还在哺乳期的妇女，家里又
具备条件的，可以居家进行隔离。

李畔说，居家隔离的条件一般来
说是单独居住，最好是有独立的卫生
间。居家隔离期间，不要与家人有接
触，自己在房间里用餐。房间外放一
个桌子或者凳子，把要用的东西放在
桌子上、凳子上，无接触式地放所需物
品，另外要向社区承诺，社区的工作人
员也会对居家隔离的人员进行健康监
测，确保没有感染。

杨琳介绍，要按照科学、精准的原
则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严格落实《第九
版防控方案》和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

“二十条”措施，及时、准确判定密切接
触者，不得随意扩大密切接触者甄别
范围，不以时空伴随作为判定密切接
触者的标准。对密切接触者，符合居
家隔离条件的可居家隔离。

此外，杨琳表示，按照第九版和二
十条要求，对风险岗位、重点人员开展
核酸检测，不得扩大核酸检测范围，不
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不重
复检测，不加码检测。设置常态化核
酸检测点，满足群众核酸检测需求。

疫情形势趋稳向好，全市新增感染者呈下降趋势

中心城区和梁平区将“分区分类、由点及面、逐步放开”

本报讯 （记者 李珩）疫情期
间，对于居家的市民来说，如何做好饮
食以及起居的调理和个人预防？11
月30日，在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第154
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市中医院主任中医师李延萍介绍，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中医药管理局
制定了《重庆市新冠肺炎中医药防治
推荐方案（试行第四版）》（以下简称

《方案》），为中医药临床防治工作提供
了参照和指导。

李延萍说，居家期间，《方案》推荐
了一些中医小妙招：

一是中药预防小妙方：重庆已进
入寒冷的冬季，同时湿气偏重，中医
认为此时的疫毒之邪与“寒、湿、浊、
热、毒”等都有关系，所以中医治以

“扶正祛湿、芳香化浊”为主，中医专
家根据疫毒和节气特点为大家提供
了成人预防方：藿香9g（后下）、炒白
术9g、防风6g、山银花12g（后下）、
南沙参15g、生黄芪9g、陈皮6g、生

甘草3g，居家的话，可以将以上药品
共同煎煮成“大锅汤”，注意煎煮不宜
过长，10-15分钟即可，分早、中、晚
三次口服，家中成年人均可服用，老
人和体质虚弱者可酌情减量服用，推
荐连续服用3-5天，以扶助正气，祛
湿化浊。

二是中医预防小香囊：将藿香
10g、艾叶 10g、苍术 10g、石菖蒲
10g、肉桂5g、丁香3g研粉混合后制
成香囊，随身佩戴或挂于室内或车内，
起到扶正祛邪、开窍醒脑、祛浊辟秽的
作用。但需在中医药师指导下配制，
有过敏体质者慎用。

三是中医预防保健法：《黄帝内
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是中

医防病要增强人体的正气、扶助人体
的阳气。居家一定要动起来，就是中
医说的“动则生阳”，有一分阳气就有
一分生机。可常练“八段锦”“太极拳”
等中医保健运动，练习“八段锦”既可
以八个完整动作连贯练习，又可以每
个动作单独习练，推荐重点可练习第
二式(左右开弓似射雕)、第三式(调理
脾胃须单举)、第八式(背后七颠百病
消)。常练常舒，可达到舒畅气机、增
强体质、抵御病邪的作用。建议每日
早晚各练1次，按照个人体质状况以
能承受为宜。

对于感染治愈后返回家中的市
民，李延萍推荐了两个中医养生方法。

一是中医调心康复法。推荐静心

观息法、音乐疗法、渐进性肌肉放松训
练等以舒畅情志，放松身心，培养乐
观、快乐的情绪，做到心神安宁，也有
助于抵御外邪。

二是中医防复食疗方。推荐两
种类型食疗方：其一是具有健脾化
湿，和胃益气功效的食疗方，比如黄
芪炖瘦肉、黄芪炖母鸡、排骨山药汤、
山药炒木耳等。以上食疗方适用于
病后恢复期仍有气短、乏力、出虚汗
等症状者。其二是具有养阴生津，清
养肺胃的作用，适用于病后恢复期有
口干咽燥或干咳、烦热喜饮症状者。
推荐食疗方有杏仁炖雪梨、川贝枇杷
茶、百合雪梨羹、玉竹沙参老鸭汤
等。

疫情期间如何做好饮食起居调理？

中医专家推荐这些小妙招

11月30日，京东快递南岸区营业部，快递小哥在临时组建的配送站清点快递，
准备发车送货。11月27日，来自四川、贵州、云南的26名快递小哥到达重庆南岸，
经过相关检疫后，仅用一天时间就临时组建了一个配送站，开始当地的送货。

特约摄影 郭旭/视觉重庆

云贵川快递员组建临时配送站
11月29日晚，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医疗应急仓库，沙坪坝区应急局将市

局调拨的应急物资卸货入库，并第一时间向该区14个物资紧缺的镇街和部门分
发，全力保障一线防疫人员防寒保暖，确保疫情防控工作高效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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