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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骏）12月
26日，记者从中欧班列运输协调
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获悉，截
至11月底，今年全国已有35个城
市开行中欧班列，共开行3271班，
安排班列运行线57条，连接欧洲
12个国家34个城市。值得一提
的是，今年全国中欧班列的回程数
量已超去程班列的一半。

中欧班列运输协调委员会秘书
长吴云天表示，截至11月30日，从
第一班中欧班列开行至今，中欧班
列累计开行6235班，运送货物由开
行初期的手机、电脑等IT产品，逐
步扩大到服装鞋帽、汽车及配件、粮
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家具、化
工品、机械设备等品类。货运总值，
从2011年的不到6亿美元，逐步增
长到今年到目前的145亿美元。

据了解，在中欧班列运输协调
委员会成立后，今年中欧班列在多
方面取得了成效。比如在协调委
员会主要成员单位中展开冷藏箱
运输业务需求调研，共同建立中欧

班列冷藏箱共享公用平台；推进与
境外铁路的信息交换，并于9月底
完成铁路总公司与俄罗斯铁路的
信息交换试行等。

另一方面，吴云天表示，明年
协调委员会将重点从境内外区域
揽货合作、优化完善班列组织运
输、扩充中欧班列运输能力、增强
境外服务采购话语权、构建中欧班
列安全防范体系、搭建集装箱共享
平台、打造“数字化”中欧班列、加
强协调委员会建设等8个方面推
进中欧班列的发展。

比如，整合沿线国家铁路（企
业）资源，建立30个左右中铁箱境
外还箱点，满足客户多样化用箱需
求；推进各国铁路、海关及代理企
业间的数据交换和95306中欧班
列信息平台建设等。

重庆日报记者还从会上了解
到，明年，中欧班列的目标是开行
4000班，回程班列数量达到去程
班列的六成，重箱运输比例超过
90%以上。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高
效拦截几乎所有细颗粒物，人佩戴使用
也不会觉得呼吸不顺畅。12月26日，
重庆中领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领环保”）发布了一款
自主研发的“防霾神器”——纳米纤维
膜高效防霾口罩。据悉，该口罩目前已
实现批量生产，近期将正式面市。

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膜技术与应用工程中心主任、中领环保
董事长任以伟说，目前市面上的口罩大
多是靠静电吸附或者静电吸附与物理
拦截颗粒物相结合的方式来防护，但静
电吸附有其不足之处，口罩长期使用之
后会因为空气中的水汽造成静电失效，
对细颗粒物的过滤精度降低。

此次发布的纳米纤维膜高效防霾
口罩，则是完全采取物理拦截的方式来
防护，其核心技术就在于中科院重庆研
究院与中领环保共同研发的静电纺丝
纳米纤维膜。

据介绍，这种纳米纤维膜的孔径特
别小，用来作为口罩的过滤层，对0.33

微米（1微米=1000纳米）颗粒物的过滤
精度高达99.99%，拦截PM2.5（直径小
于等于 2.5 微米）及其所携带的多种有
害微生物、重金属等不在话下。

此外，纳米纤维膜具有低阻力的特
点，阻力在60Pa-270Pa内可调节，远低
于国标（小于350Pa），也就是说，人佩戴
之后不会觉得呼吸不顺畅。

“我们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冷流呼气
阀，人呼气时容易开启，及时排出热量
与湿气，对于戴眼镜的人来说，就不会
造成眼镜起雾。”他表示。

据了解，从2011年开始研发至今，
他们已围绕静电纺丝纳米纤维膜相关
核心技术申请了6项专利，2013年在国
内率先研发出成果之后，经过小试、中
试到工业化，如今在规模化生产上取得
了重大突破。

任以伟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他们取
得的突破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实现了纳
米纤维膜生产设备的工业化，实现了材
料的规模化生产，二是率先将纳米纤维
膜规模化应用于口罩产品。

重庆研发出一款“防霾神器”
全新纳米纤维膜高效防霾口罩近期将面市

作为中欧班列的“创始者”，中欧班列（重
庆）经历6年多的培育，在稳定运行的同时，也在
持续“提升”——今年，中欧班列（重庆）不仅在
开行数量上得以突破，还在多领域实现创新。

提前两个月完成年度任务

去年，中欧班列（重庆）全年开行超过400
班，实现了“每天一班”的目标。基于此，今年
初，中欧班列（重庆）定下了今年的全年开行目
标：500班。

早在今年10月，中欧班列（重庆）今年的开
行数量便达到500班，提前两个月实现年度目
标。截至目前，中欧班列（重庆）全年已开行近
700班，从开通至今，累计开行超过1500班，约
占中欧班列开行总量的1/4。

除了开行班列数量上的增加，中欧班列（重
庆）今年更在出境口岸、集结和分拨点上有所提
升。市物流办方面透露，除了阿拉山口，中欧班
列（重庆）又开拓了霍尔果斯、满洲里、二连浩特
3个进出境口岸，并都已实现了常态化运行。同
时，中欧班列（重庆）的集结点和分拨点由最初
的德国杜伊斯堡，增加到俄罗斯、白俄罗斯、哈
萨克斯坦、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匈牙利、波兰、
立陶宛、越南、新加坡，柬埔寨等10余国家30多
个城市。

多领域实现创新

去年，中欧班列（重庆）全程运邮测试成功，
实现了我国60多年来首趟国际邮包铁路运输。
今年，中欧班列（重庆）在国际邮包这一领域已
实现了常态化、规模化，可分拨至欧洲14个国
家。据了解，从11月起，中欧班列（重庆）可实现

每天1.5万件的邮包运输量，预计全年发运国际
邮包60万件。

市物流办方面表示，明年，中欧班列（重庆）
将在海关等单位的支持下，开展返程运邮测试，
并启动西部物流园2万平方米的国际邮件互换
局铁路口岸中心建设，届时，重庆有望成为铁路
国际邮包的集散分拨中心和口岸枢纽城市。

通关效率的提升，也是中欧班列（重庆）一
直在努力创新的领域。今年11月，借助中欧班
列（重庆），海关总署完成了重庆-阿拉山口-多
斯特克-阿拉木图的“关铁通”测试。通过“关铁
通”，进口国海关不需要对集装箱货物实施侵入
式查验，便可直接读取集装箱上加挂的安全智
能锁查验图像和数据。这次测试的成功，不仅
实现了首次中哈海关之间的智能监管合作，也
标志着安全智能锁首次运用到中欧班列国际段
监管中。

此外，多式联运则是中欧班列（重庆）近来
探索的重点。今年，重庆已实现“中欧班列（重
庆）+4小时航空”，即欧洲产品通过中欧班列（重
庆）运输至重庆，再通过航空运输至4小时航空
范围内的新加坡及东南亚。目前，通过这一形
式，中欧班列（重庆）率先在全国进口了欧洲药
品和俄罗斯木材。

将大力打造“中欧班列（重庆）+”

市物流办方面透露，下一步，重庆将按照
“畅通道、建体系、提质量、拓领域、聚产业、促贸
易”的思路，通过中欧班列（重庆）、长江黄金水
道和重庆机场等物流通道，构建多式联运跨境
通道，推进大物流建设，助推内陆国际物流枢纽
建设。在铁路方面，将重点打造“中欧班列+”的
相关工作。

今年中欧班列（重庆）提前两月完成全年任务
目前已开行近700班，将打造“中欧班列（重庆）+”

本报记者 杨骏
12月25日，内环东水门大桥南立交A匝道建设正在进行收尾工作。据了解，东

水门大桥南立交A匝道今年底正式通车。至此，从内环进入渝中区不必再经上新街
堵点，市民可驾车直接经A匝道驶入东水门大桥，将进一步拉近南岸、江北、渝中区
之间的距离。 记者 郑宇 通讯员 崔景印 摄

东水门大桥南立交A匝道即将通车

中欧班列（重庆）+通道建设。根据市场和企
业需求，积极打通和完善中欧班列（重庆）中东欧
支线、北欧支线和西南欧支线、西亚支线等通道。

中欧班列（重庆）+贸易合作。加快实施“走
出去”策略，在中欧班列（重庆）的沿线，建设集结
分拨点、保税仓库和参与站场建设等。同时，积
极申报和完善生物制品等口岸，实现运药和进口
木材等常态化运输，达到拓展合作和货源领域的
目的。

中欧班列（重庆）+关务互助。积极配合海关
总署加快推动“安智贸”升级版“关铁通”项目，建
立安全、便捷的快速流转体系和应急响应机制，
探索建立稳定可靠的后台系统，提升中欧班列
（重庆）班列在海外的过境通关效率，最终提升通
关效率。

中欧班列（重庆）+技术提升。根据重点项目
及大客户要求，加开定制化的班列；完善拼箱、包
舱等多种服务方式；依托45英尺柴油发电控温集
装箱和自主研发的保温箱技术，提升中欧班列
（重庆）冬季运输的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服务品
质。

中欧班列（重庆）+多式联运体系。推动中欧
班列（重庆）多式联运一单制，探索制定陆上贸易
规则；优化多式联运软硬环境，提高货物快速转
运效率等，打造多式联运物流运转体系。

中欧班列（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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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12 月 26
日，重医附属儿童医院与渝北区人民医
院签订双向转诊协议，患儿可经过渝北
区人民医院直接转诊到儿童医院。

按照协议，双方医院将开设双向转
诊绿色通道，这就意味着，当渝北区人
民医院接诊的患儿病情较重时，就能通
过转诊通道直接收入儿童医院住院部，
而不用再到门诊挂号开入院单。

“当患儿病情好转后，不需要在儿童
医院进行恢复治疗时，就可以转回渝北

区人民医院。”儿童医院院长李秋说，这
样一来，会大大降低患儿医疗负担，也起
到分流作用，实现分级诊疗的目的。

至于哪些患儿能转诊？儿童医院
制定了《双向转诊制度》和《双向转诊协
议书》，以优化转诊流程。

除渝北区人民医院外，儿童医院已
与7家基层医院达成双向转诊协议，方
便患儿看病。同时，儿童医院还将对转
诊基层医院进行技术支持，提升基层医
疗机构的服务能力。

渝北区患儿
可直接转诊至重医附属儿童医院

资料来源：中国铁路总公司

近年来，黄桷坪街道高度重视廉政文化建设，充分结合区域文化创意优势，
通过实施“三个一”厚植廉政文化，筑牢拒腐防线，着力打造一支廉洁自律、务实
为民的街居干部队伍，不断巩固深化街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为构建

“五美黄桷坪”提供坚强的保障。
一是办好一次廉政文化“书画展”。征集到廉政文化书画作品127幅，邀请书

画艺术家分类评选出47幅获奖作品，作品在黄桷坪街道文化服务中心集中展出，
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不断提高思想境界；二是用好一个廉
政文化“微信群”。由街道、社区党员干部和普通党员代表组成的“黄学铸”微信群，
每日以廉政漫画方式推送教育内容，累计推送漫画434幅，党员干部发表评论
1130余条，营造了良好的的学习氛围；三是建好一批廉政文化宣传阵地。围绕“干
部清正”、“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好家风”等主题，集中打造小湾同乐园3D廉政
文化墙绘、九龙湾廉政文化宣传栏等一批宣传阵地，大力弘扬为民务实清廉作风，
让党员干部时时、处处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廉政文化熏陶。 古强

黄桷坪街道实施“三个一”厚植廉政文化

为长效抓好市容环境综合整治，九龙坡区房管局摸索总结出“施工单位自
查、监理单位督查、工作部巡查、局机关抽查”的“四查”制度，有力地促进了征收
拆除区域市容环境规范化管理工作。

一是施工单位自查。各拆除施工单位充分发挥整治管理的主体职责，每
日组织现场值守人员扎实开展自查，填写《每日自查情况记录表》，确保第一时
间发现并处理相关问题。二是监理单位督查。监理单位坚持履行督查监管职
责，对施工方案、安全预案、扬尘控制方案、安全生产措施等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督促施工单位保持拆除区域规范化的管理。三是工作部巡查。各征收工作部每
日组织专人对重点部位、关键环节进行巡查，坚持落实“边查边改”要求，能整改
的立即通知施工单位整改，不具备立即整改条件的要求其研究制定方案措施，纳
入综合治理计划。四是局机关抽查。局房屋征收科坚持对各拆除施工区域综
合整治工作情况进行随机抽查，综合研判各单位报送的自查及巡查表，并定期
通报各单位整治管理情况。 杜成纲 周成银

九龙坡区房管局：创新“四查”助力市容环境综合整治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津支行升格为分行的公告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重

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津支行升格为分行的批

复》（渝银监复〔2017〕172号），本行江津支行升格为分行，

名称变更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津分行。

按有关法律规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升格后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津分

行承继原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津支行的所

有资产、业务及债权债务。

二、原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津支行及

下属分支机构与所有客户签订的存、贷款等业务合同及

按规定签订的法律文件仍具有法律效力。上述合同及

法律文件等的权利与义务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江津分行依法行使与承担。

特此公告。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7日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所告字〔2017〕25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

为2017年12月27日9时—2018年1月2日16

时。12月27日9时开始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

所领取竞买须知等资料。本批次拟供应地票不

包含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购得人持地票办理农

用地转用手续时，如需补充耕地的，需另行提供

补充耕地来源。公告期满，同日申请购买同类

地票总面积大于可交易总面积，且有两个及两

个以上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拍卖方式确定地

票购得人；同日申请购买同类地票总面积小于

或者等于可交易面积，或者仅有一个购买人申

请购买的，以挂牌方式确定地票购得人，未成交

的，继续挂牌交易。

详情请登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网站,在地票

专栏中查询，网址：http://www.ccle.cn/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01号重庆交

易大厦4楼，联系电话：63830051、63832367

（FAX），联系人：李女士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2017年12月27日

保证金账户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开户银行：重庆银行人和街支行，账号：550101040006819。

公告批次

17025（总第
84批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682774

亩

1024.161

交易起始价格

元/平方米

242.25

万元/亩

16.15

保证金标准

元/平方米

45

万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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