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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必须有序 有序才能尽快 行稳致远向人民负责
——全市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见闻④

正确看待新冠病毒，有效开展核酸检测和

核酸自采，做好居家隔离检测，加强老年人防

护措施

本报讯 （记者 彭瑜）近日记者
从江津区获悉，该区多措并举，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全力
以赴稳经济、保民生、促发展。目前，
全区525家规上企业全部开工，实现
规上工业企业开工率100%。12月以
来，江津区正在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
活，建筑工地“动起来”了，工厂机器

“转起来”了，消费市场渐渐有了“烟火
气”。

“疫情期间，全区约87%的规上工
业企业在持续生产。”江津区经济信息
委负责人表示，在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江津区及时启动《疫情下企
业生产管理应急预案》，成立企业疫情
防控、保链稳链和安全生产工作专班，
千方百计保障各类企业实现疫情期间
不停产不断档。

“多亏园区果断实施闭环生产，我
们的生产经营几乎没有受疫情影响。”

重庆嘉利建桥灯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吴
海深介绍，疫情发生后，科学城江津管
委会第一时间派驻专人指导企业科学
实施“闭环管理”，督促和帮助企业做实
做细相关保障工作，让企业得以持续正
常运转，“目前，企业员工已全部回厂，
正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预计今年产
值将突破5亿元。”

据介绍，疫情期间江津区一方面
对工业企业实行封闭、半封闭、闭环分
类管理，把核酸采样点设到园区、厂
区，确保工人“两点一线”无后顾之忧；
另一方面按照“一园一策”“一企一策”
要求，强化保供稳链服务，协调解决企
业发展难题。

截至目前，江津525家规上企业全
部开工，在岗员工人数增加到近10万
人。今年1-11月，全区预计完成规上
工业产值1635亿元，同比增长8%左
右。

多措并举稳经济保民生促发展

江津525家规上企业全部开工

本报讯 （记者 夏元）12 月 6
日，市经信委消息称，截至当天，全市
36家消费品行业重点企业里有35家
实现复工复产，同时146家消费品行
业市级“白名单”企业的复工率超过
97%。目前，包括米、面、粮油、乳制
品、纸制品等重要生活物资供应企业
保持连续生产，能够充分满足市场供
应。

连日来，位于江津区的益海嘉里
（重庆）粮油有限公司，各个车间智能化
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桶桶食用油、一包
包面粉、一袋袋大米经过装箱、码垛、检
验等生产流程后，陆续发往川渝两地多
个商场、超市和农贸市场。

“作为重庆市重点生活物资保供企
业，我们启动应急预案保障正常生产，
确保产品供应充足、市场价格稳定。”益
海嘉里重庆工厂负责人表示，目前企业
正“开足马力”生产，每天可生产供应

米、面、油合计2100多吨。
同样位于江津区的桃李面包（重

庆）有限公司，每天一早就有络绎不绝
的运输车将新鲜出炉的面包运往市内
多个超市、商场。桃李面包（重庆）公司
负责人称，目前企业已经全线满产，每
天能向重庆市场供应30多万袋面包。

市经信委表示，此前通过市、区两
级部门协同，全市累计为消费品行业重
点企业办理货车通行证1000余张、人
员电子通行证500余张，缓解了物流运
输堵点。

目前我市还建立了消费品行业“双
百”企业和“白名单”企业监测机制，每
天将企业生产人员在岗率、产品日产
量、产品库存、原料供给等指标纳入监
测，同时建立重点企业服务“直通车”，
落实“一企一人、专人对接”服务，助力
企业提升产能，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状
态。

全市九成以上消费品企业复工

本报讯 （记者 李珩）近日，我市
不断调整优化差异化防控措施，以更加
科学、更加精准、更加有效的手段，开展
各项疫情防控工作。看病还需要核酸
阴性证明吗？买退烧药还要不要实名
登记？12月6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访
市妇幼保健院(重医附属妇女儿童医
院)、市中医院等医院以及部分药店，发
现部分医院在普通门诊就诊要求上，不
再要求核酸阴性证明，而是查验健康码
(场所码)及行程码，配合测量体温及流
行病学史调查，有序进入门诊诊区就
诊。秀山、沙坪坝、渝北等多个区县（自
治县）的药店，不再需要实名登记信息
和赋码促检。

“老师，请扫场所码。”6日上午10
点多，市妇幼保健院（重医附属妇女儿
童医院）门诊入口，工作人员不断地提
醒前来就诊的市民，并依次查验健康
码、行程码。

“现在不要求核酸阴性证明了，两
码是绿的就行。”针对要不要核酸阴性
证明这个问题，工作人员也会给市民解
释医院最新的就诊要求。

对近3日内有发热病史；“渝康码”
为红码、黄码、弹窗或“渝康码”为绿码
但“行程码”显示旅居史涉及涉疫地区
的普通门诊患者等，则是到发热门诊就
诊。

在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门诊，重
庆日报记者看到，市民在查验健康码、
行程码，并配合测量温度后，即可进入
门诊。

不过，也有部分医院要求持48小
时或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比如重庆
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要求持72小
时内核酸阴性报告到院，重医附属儿童
医院、重医附一院、重庆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等要求普通门诊患者须持48小时
核酸阴性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多家医院明确“涉

及摘口罩的门诊诊疗等，患者要持24
小时内本地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比如
重医附一院规定，进行口腔诊疗、肺功
能、鼻咽喉镜、纤支镜、上消化道内镜、
碳呼气试验等可能产生气溶胶操作的
患者，要提供24小时内重庆本地核酸
阴性报告。市中医院门诊手术以及须
摘口罩的门诊诊疗，患者要持24小时
内重庆本地核酸检测阴性报告。重庆
市妇幼保健院（重医附属妇女儿童医
院）在必须摘口罩的诊疗上，比如口腔
诊疗、肺功能检查及喉镜检查，以及部
分门诊手术（无痛人流、安环、取环）等，
需持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就
诊。

那买药方便吗？6日下午3点多，
重庆日报记者来到位于沙坪坝区西双

大道的鑫斛大药房、大学城东路的桐君
阁大药房，进门时，店员并没有要求记
者扫码或出示“渝康码”。

货架上，各类感冒冲剂类药品比较
齐全。记者购买了退烧药、蓝芩口服药
等，付款后工作人员也没有让记者进行
实名登记。

“以前，买退烧止咳药是要登记，现
在不用了，方便多了。”该工作人员向记
者解释说道。

记者从市药监局了解到，防疫措施
优化调整后，目前，秀山、沙坪坝、渝北、
江北等多个区县（自治县）调整了购买
退热、止咳、抗病毒、抗生素等“四类药
品”的相关规定，不再需要实名登记并
出示“渝康码”，购买以后也不再赋码促
检。

重庆不断调整优化差异化防控措施，记者实地走访——

部分医院不再看核酸 市民看病买药方便了

本报讯 （记者 韩毅）赏雪玩雪、
观叶观景、畅游古镇……12月6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内多家景区获悉，随着
我市各区县有序推进复工复产，不少景
区景点已开始逐步恢复开放。

“我们今年增加了雪地平衡车、
雪地碰碰车等 10多个新项目，还为
滑雪爱好者开设了单板公园。”在南
川金佛山景区，近段时间的持续降雪，
让景区变成了童话般的冰雪世界，处
处银装素裹，一派北国风光。景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从11月下旬开始，金
佛山就开启了造雪机，为雪场滑雪、戏
雪做准备，目前不仅已恢复开放，6万
平方米的金佛山北坡滑雪场也已经达
到滑雪条件。此外，景区今年还推出
了南坡直达游，游客无需乘坐西坡或
北坡索道，即可从南坡上山直接进入
雪场。南坡定制游需要通过OTA平
台（在线旅行社）进行预订，每天限量
400人。

游客目前进入金佛山景区，需戴口
罩、测体温、扫场所码，验行程码和健康
码，并持有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在丰都南天湖景区，持续的降雪让
景区白雪皑皑，美成了童话。“从12月
5日起，我们恢复了开园。游客进入景
区，需提供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并配
合工作人员查验行程卡、健康码以及扫
场所码、测体温等。”景区相关负责人
称。

除了赏雪玩雪外，古镇旅游是我市
冬季旅游一大亮点。据了解，目前，洪
崖洞景区、十八梯传统风貌区、濯水景
区等均已恢复开放，其中洪崖洞景区营
业时间为10：00-22：00，灯饰开关时
间为每天19：30-21：30，美轮美奂的
夜景回来了。

此外，武隆仙女山、天生三桥、芙蓉
洞等景区，涪陵美心红酒小镇，黔江小
南海、土家十三寨、城市大峡谷、神龟峡
等景区景点也已恢复开放。

赏雪游古镇

重庆部分景区有序开放

□水青延

当前，国内新发疫情不断出现，部
分地区社会面感染人数增加。在此情
况下，做好个人防护尤为重要。持续优
化防控措施，旨在最大限度减少对人们

工作生活的影响，这也意味着要更加突
出个人防护的作用。

新冠病毒变异毒株的主要传播方
式是飞沫传播、接触传播、气溶胶传
播，戴口罩、勤洗手、常消杀、多通风、
少聚集，这些基础防控要诀简单易行，
惠而不费，仍是阻断新冠病毒传播的

良方。现实中不难看到，一些人在公
共场所摘掉了口罩，一些地区人员扎
堆聚集的情况也有所增加。这种行为
于己不利，也无益于他人。研究发现，
普通人与新冠病毒携带者近距离接触
时，双方都不戴口罩的情况下感染概
率有 90%，双方都戴口罩且保持 1.8 米

以上间距时，感染概率趋近于 0。此
外，普通医用外科口罩使用 4 个小时
后，如不及时更换，防护作用就会大打
折扣。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
人，优化防控措施绝不意味着个人可以
放飞自我。每个人都是社会面上的一
个点，只要每个人都做到良好的自我防
护，社会面感染率就会大幅降低。疫情
总有过去的时候，但良好的健康卫生习
惯永不过时。

做好个人防护不容忽视

□本报记者 杨永芹 廖雪梅

机声隆隆、焊花飞溅……随着我
市疫情形势逐渐向好，许多重大项目
施工现场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繁忙
景象。12月6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访
我市多个重点建设项目工地发现，工
人们正在做好防疫措施的情况下铆
足干劲，抢抓进度，向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发起冲刺，全面推动复工复产提
速增效。

市发改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目前，全市740个在建重大项目累计
复工率已达93%。预计未来两天，还
有一批项目陆续复工。重庆重大项
目建设基本恢复了疫情前的施工状
态。

轨道交通18号线：
加大人力物力投入，把失去

的时间“抢”回来

“向右，再向右点，还有 5 厘米
（离地面）……”12月 6日上午 8时，
轨道交通18号线大渡口伏牛溪铺轨
基地，现场负责人王冠平正指挥着一
台橙色的铺轨门吊将一幅长 25米、
重约8吨的轨排，朝着轨道线路中心
缓缓靠近。

5分钟后，轨排稳稳落地。绑扎钢
筋、吊装轨排、安装模板、轨道精调……
现场近百名施工人员分工合作，有条不
紊。

18号线是一条南北向轨道交通干
线，起于富华路站，止于跳磴南站，设
19个车站。前段时间受疫情影响，钢
轨、枕木、混凝土等材料一度运不进工
地，铺轨作业受到影响。随着中心城区
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中铁二十五局
重庆轨道交通18号线项目部协调的材
料陆续进场，12月5日项目全部恢复
正常施工。目前伏牛溪铺轨基地、金鳌
寺车辆段、外河坪铺轨基地等3个工区
正有序作业。

“复工后，3个工区以日均245米
的铺轨进度推进。”项目部党支部书记
李赟介绍，3个工区共有400多人作
业，8台铺轨门吊、4台轨道车24小时
作业。截至目前，伏牛溪铺轨基地已累
计铺轨5.52公里，预计12月底铺至跳
磴站。

同时，项目部正考虑加大人力和设
备投入。下一步，铺设作业点将由以前
的3个增加到6个，高峰施工人员将达
到1000人；铺轨门吊总量再翻一倍，轨
道车增加8台。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透露，
截至12月6日，全市12个轨道交通在
建项目、86个施工标段均已正常施工，
人员到岗率达95%。

渝昆高铁重庆段：
2300 多人投入施工生产，向

全年目标任务冲刺

12月6日13时，高新区渝昆高铁
华福特大桥施工现场，“一”字形桥墩高
低错落地排列。一台橙红色的架桥机
正将一节长4米、重达180吨的节段拼
装梁吊起。

大约15分钟后，该节段梁被吊装
到预定位置。现场施工人员立即调整
线型控制精度，进行吊装拼装操作等工
作。

“通俗地说，节段拼装梁就是将吊
起的一节节小梁横向串起，像串糖葫芦
一样。”中铁十一局渝昆项目负责人李
勇介绍，渝昆高铁华福特大桥全长
1209.09米，由于现场地形地貌复杂，
大桥梁架设采用多种施工方式，包括节
段拼装梁、预制架设、支架现浇以及T
构连续梁（转体）等方式。该桥是川渝
段唯一一座采用节段拼装梁施工的大
桥，全桥共计架设15跨节段拼装梁，单
片节段拼装梁最重达到180吨，整跨梁
体总重约 2400 吨，是目前国内时速
350公里高速铁路中单跨最重的节段
拼装梁。

随着全市疫情形势持续向好，在京
昆高铁西昆公司的组织下，项目部倒排
工期，优化调配并储备充足的施工资
源。12月5日，项目部2300多人全部
投入到施工生产中来，向全年目标任务
冲刺。

目前，渝昆高铁华福特大桥已完成
首跨节段梁架设，大桥3号桥墩转体连
续梁也在加快施工，预计明年初可进行
转体施工。

渝（重庆）昆（昆明）高铁是国家京
昆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庆境内
84.346公里，全线开通后将大幅缩短
重庆至昆明的铁路时空距离，促进沿线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来自市交通局的消息称，目前我市
铁路、高速公路、航空等重大项目正有
序施工，在建23个高速公路重点项目、
共1096个施工点全部复工复产。

龙兴足球场项目：
忙于工程收尾，力争本月底

竣工交付

12月6日早上7∶30，室外气温只
有7℃。微微细雨中，两江新区龙兴足
球场项目现场，工人们有的在调试设
备，有的在栽种花草，有的忙于浇筑混

凝土，一派忙碌的景象。
“龙兴足球场项目12月3日正式复

工，正进行室外景观施工和室内收尾工
作。”中建八局重庆龙兴足球场项目负责
人胡青云介绍，为赶在本月底前完成项
目建设，他们正在确保施工安全、工程质
量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目前，
龙兴足球场项目已投入施工人员140
人，每天早上7∶30就开始投入工作。

为保障材料供给，项目部派出管理
人员全程跟踪石材、不锈钢等材料供给
情况，甚至在厂家蹲点催促生产。“我们
力争本周内达到正常施工水平，届时施
工人员将达到293人。工人们将向项
目月底达到竣工交付条件发起冲刺。”
胡青云说。

两江新区龙兴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龙兴足球场项目位于两江新区龙盛
片区，占地面积约303亩，总建筑面积
约17万平方米，由6万座固定座席的
甲级大型专业足球场、配套用房、地下
停车库、设备用房及广场等组成。该项
目建成后将成为全市首个专业足球场，
大大提升龙盛片区城市形象。

截至目前，市住房城乡建委牵头的
市级城市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中，15个停
工项目已复工14个、复工率93%，未停
工和已复工项目合计53个，占比98%。

我市全面推动重大项目复工复产提速增效
目前，740个在建重大项目累计复工率已达93%

本报讯 （记者 黄乔）连日来，我
市生活生产秩序正有序恢复，为满足在
渝学生返乡需求，各大航空公司陆续开
启学生包机服务。12月5日，11月疫
情后的首批学生返乡包机顺利从重庆
江北机场启程飞抵目的地。

据了解，首批学生返乡包机分别是
厦门航空MF8492，载有133名大学生
的助学包机飞抵厦门；西部航空
PN6237，载有177名大学生的助学生
包机飞抵天津。12月6日，西部航空
PN632S航班搭载176名学子飞往济
南。接下来，各大航空也将根据需求，
积极开展学生、企业包机服务，协助更

多在渝人员顺利返乡。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重庆

航空可定制自重庆至北京大兴、广州、
哈尔滨、沈阳、长春、大连、杭州、惠州、
南京、青岛、上海浦东、深圳、温州、武
汉等多地往返航班。四川航空为满足
广大旅客需求，在重庆至北京、上海、
深圳、广州、拉萨、南京、济南等50多
条航线推出特色学生包机和商务包机
定制服务。厦门航空正全力争取12
月陆续加开重庆至福建、杭州地区的
包机航班，为更多在渝的外地人员提
供返乡便利。西部航空也开始推出包
机航班。

重庆首批学生返乡包机启程
各大航司包机服务专线开通

12月6日，巴南区李家沱复线桥南引道工程现场。
据悉，李家沱复线桥南引道工程已于近日全面恢复施工。目前，工程开工作业面已达70%。

记者 谢智强 实习生 谭文宇 摄/视觉重庆

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