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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为加快
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4月 23
日，市政府印发了《重庆市推进运输结
构调整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
2020年）》（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指出，我市将用三年时间，
即2018-2020年，加快建设现代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即以推进大宗货物运
输“公转铁、铁水联运”为主攻方向，调

整减少公路部分长途运输量，有效增加
铁路运输量和铁水联运量，以更好服务
我市内陆国际贸易物流枢纽和口岸高
地建设。

目标是到2020年底，全市货物运
输结构进一步优化，铁路大宗货物运
输量、港口铁路集疏运量和集装箱多
式联运量明显增长。与2017年相比，
全市铁路货运量增加150万吨，全市

公路运输占比下降到80%左右，铁路
运输量占比提高到1.9%左右；多式联
运货运量年均增长20%，集装箱铁水
联运量年均增长10%，铁水联运量占
港口货物吞吐量的比例稳定在12%以
上。

具体如何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方案》指出，我市将实施六大行
动，具体包括：提升铁路运能行动、水运

系统优化行动、公路货运治理行动、多
式联运提速行动、油气管道输送能力提
升行动、信息资源整合行动，每一个行
动都有具体的实施举措。

《方案》指出，为确保目标如期实
现，我市将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及时研
究解决运输结构调整中的重大问题，同
时健全支持政策、加强动态评估，以此
推动货运行业稳定发展和转型升级。

《重庆市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出台

到2020年底多式联运货运量年均增长20% 本报讯 （记者 李珩）4月 24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
悉，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改革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
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我市
将建立完善临床用药超常预警制度和
对辅助用药、高值医用耗材等的跟踪
监控制度，让用药回归合理化。

《意见》提出，到2020年，我市将
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分工明确、
科学有效的综合监管制度。其中，很
重要的一环即建立医务人员医德考评
制度和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制度。

“对医务人员，我们一直执行的是
行风九不准。”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
人说，包括不准将医疗卫生人员个人
收入与药品和医学检查收入挂钩、不
准开单提成、不准违规收费、不准违规

接受社会捐赠资助、不准参与推销活
动和违规发布医疗广告、不准为商业
目的统方、不准违规私自采购使用医
药产品、不准收受回扣、不准收受患者
红包。

同时，加强对医疗机构采购和使用
药品、耗材、医疗器械等监管。“其实，从
去年6月起，我们就持续开展专项整治
行动，对不合理用药、不合理大型设备
检查、不合理使用高值耗材等行为进
行整治。”该负责人表示，借助合理用
药监管系统，今年还将加强门急诊处
方的点评，让大处方再也行不通了。

据透露，我市还将建立医疗卫生
行业黑名单制度，加强对失信行为的
记录、公示和预警。对市级平台共享
的红黑名单实施联合奖惩，实现“一处
违法，处处受限”。

重庆将建立医疗卫生综合监管制度

开大处方行不通了 用药超常将预警

4月23日，市政府印发的《重庆市
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8—2020年）》（以下简称《方案》），
明确提出通过实施六大行动，加快建设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具体涉及哪
些项目，如何建设？重庆日报记者进行
了梳理。

铁路

加快铁路建设提升运能

目标：到2020年底，全市铁路运营
里程近3000公里，重要枢纽港铁路专用
线接入比例达到100%，2-3家大宗货物
生产企业开展“公转铁”运输试点。

干线铁路建设方面，我市将提速建
设“米”字型高速铁路网，有效释放同向
普速铁路货运能力。加快建设“两环十
干线”普速铁路，不断改造升级既有干
线铁路。建成铁路枢纽东环线、涪怀二
线和黔张常铁路。尽快启动成渝铁路、
川黔铁路、达万利铁路扩能改造项目前
期工作。加快推进渝柳、黔遵昭等普速
干线铁路的前期工作，力争尽早开建。
启动沿江货运铁路规划论证工作，适时
开工建设。

建设铁路专用线。为尽快打通连
接铁路枢纽的“最后一公里”，我市将
以国家级开发区、大型工业园区、重要
港口、物流园区和百万吨级货运量企
业为重点，规划建设一批园区型、疏港
型铁路专用线。加快推进铁路枢纽东
环线黄茅坪支线建设和新田港等集疏
港铁路专用线，开工建设龙头港等集
疏港铁路专用线。开展西永综合保税
区、两江新区国际汽车产业城等铁路
专用线前期工作研究，引导冷链、汽车
物流等一批企业建设铁路专用线，全
面推进大宗货物年货运量150万吨以
上的大型工矿企业及新建园区引入铁
路专用线。

提升铁路货运服务能力。通过内
联外引，强化重庆南向、东向、西向物流
通道，重点保障煤、矿石、钢铁、粮食等
大宗散货及集装箱多式联运、商品汽车
运输的铁路货运能力供给。持续开行
重庆至宁波的沿江货运班列，探索开行
重庆至武汉、重庆至上海的货运班列及
商品汽车、煤炭、粮食、矿石等定制化快
速货运列车，缓解三峡船闸过闸压力。
以重庆自贸试验区、西部物流产业园为
纽带，推动中欧班列（重庆）、“渝黔桂
新”铁海联运班列深度融合，建设“陆海
新通道”。

实施大宗货物“公转铁”工程。我
市将开行大宗货物直达列车等多频次
多样化班列，并推动铁路运输企业与港
口、物流园区、大型工矿企业、物流企业
开展合作，提供“门到门”全程物流服
务。

水运

积极推动江海直达和江海联运

目标：到2020年底，全市高等级航
道达到1500公里，港口货物通过能力、
集装箱通过能力分别达到 2.2 亿吨和
500万标箱。到2020年年底，从重庆港
至上海港集装箱班轮常态化运行时间
力争缩短至12天以内。

推动江海直达和江海联运是水运
系统优化行动的重要内容。

《方案》指出，我市将积极推动长江
干线果园港、新田港等枢纽港口的江海
直达、江海联运配套码头、锚地等设施
技术改造。加快江海直达船型研发和
推广应用，推动载箱量730标箱的江海
直达集装箱船型示范应用。

同时，我市将加快推进涪陵至朝天
门段长江航道整治工程，建设嘉陵江利
泽航运枢纽，开工乌江白马枢纽通航建
筑物工程，完成朝天门至九龙坡段长江
航道整治。

在构建现代化港口集群方面，我市
将全面建成主城果园枢纽港区二期扩
建物流仓储工程及港口物流与口岸开
放设施功能，加快建设涪陵龙头枢纽港
区二期工程，推进忠县新生一期、永川
朱沱一期、石柱江家槽一期等专业化港
口建设。

公路

建成重庆治超联网管理系统工程

目标：到2020年底，高速公路收费站
入口称重检测全面实施，高速公路货运车
辆平均违法超限超载率不超过0.5%，普
通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率控制在3%以
内。试点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和
推动多式联运甩挂运输发展。

具体包括加快实施高速公路收费
站入口称重检测设施建设，优化国省干
线公路超限检测站点布局，到2020年
建成重庆治超联网管理系统工程。积
极推广标准化、厢式化、轻量化、清洁能
源货运车辆，培育以上创新能力强、运
营管理规范、资源综合利用效率高的无
车承运人企业。

同时，我市将推进跨区域、网络化、
联盟型、干支结合及多式联运甩挂运输
发展，加快完善“重点物流园区分拨中
心—公共配送中心—城市末端配送网
点”三级配送物流网络体系建设，2020
年底前，选择1-2家城市配送企业实施
重庆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

多式联运

提速枢纽建设和探索“一单制”

目标：打造“1+3”（果园港、珞璜港、
新田港和龙头港）重庆国际多式联运枢
纽体系。

多式联运是由两种或以上的不同
运输方式通过衔接转运而完成的一种
复合运输。在长距离运输中，多式联运
更节约成本。

《方案》指出，我市将加快多式联运
枢纽建设，基本建成两江多式联运物流
分拨基地、沙坪坝铁路综合物流分拨基
地、渝北航空物流分拨基地和南彭公路
物流分拨基地。加快建设江津珞璜、万
州新田、涪陵龙头等枢纽港以及白市
驿、木耳、龙盛、南彭等区域性铁路物流
中心和黄磏、唐家沱、鱼嘴等地区性铁
路物流中心，不断完善枢纽布局和提升
枢纽转换能力。

我市将加速拓展集装箱“水水中
转”业务，开行集装箱“水水中转”公共
支线，创新商品车“滚改集”集装箱化铁
水联运方式。依托“渝黔桂新”、“陆海

新通道”国际铁路联运，推动集装箱铁
海联运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行。同时，我
市积极探索实践多式联运“一单制”。

油气管道

基本形成“一张网”

目标：到2020年底，基本形成全市
天然气管道“一张网”，管道运营里程
6000公里以上。

我市将加快推进全市“四环二射”
天然气区域管网建设，依托中贵线、川
气东送等国家天然气骨干管网，重点推
进区域天然气管道环网及联络线工程
建设和推进建设渝西天然气环网，并同
步建设渝西天然气环网与主城区天然
气外环管网联络线工程，实现全市天然
气管网“内联外畅”。强化綦江—重庆
成品油管道运营管理，稳步提升广东、
广西炼油厂向我市供应成品油能力。
同时，研究论证一批成品油管道项目建
设。

信息资源

建设多式联运信息平台

目标：到2020年底，基本建成多式
联运信息服务中心和“4+1”物流信息联
协同云平台。

我市将依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和在建的重庆智慧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建设果园港、西部物流园、重庆江北国
际机场和南彭4大国际多式联运信息
平台和1个国际物流信息协同云平台，
并建设我市多式联运信息服务中心。

同时，我市还将建立货物运输“公
转铁、铁水联运”运行动态、多式联运发
展状态、新能源车辆推广应用等信息运
行监测和报送机制，建立动态监测评估
体系。

实施六大行动 重庆打造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本报记者 杨永芹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化解
知识产权矛盾纠纷，我市又多了新途
径！4月24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与重庆市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简称人民调解委员会）、重
庆市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会（简称
保护促进会）签署合作协议，联合建
立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平台，实现
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机
衔接，最大限度地化解知识产权矛盾
纠纷。

知识产权矛盾纠纷日益增多，给
司法部门增加了不少压力。以重庆两
江新区人民法院为例，自去年12月
24日挂牌成立以来，短短4个月，该
院已受理了约6500件知识产权案件，
但只有5名知识产权法官，办案压力
非常大。

从以往情况看，知识产权案件的
调解率超过50%，为此，发挥行业协

会的专业优势，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对提升知识产权纠纷的效率、更
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具有重要作用。

根据合作协议，市一中院可以委
派、委托或邀请人民调解委员会、保护
促进会对侵犯著作权纠纷、侵犯商标
权纠纷、知识产权合同纠纷、不正当竞
争纠纷、垄断纠纷、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纠纷等进行调解。

“法院征得当事人同意后，我们可
以通过线上或线下两种方式，在正式
立案前，或者在立案后的诉讼阶段进
行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目前，人民调解委员会已有22
名调解员，主要由知识产权领域具有
专业知识、经验丰富、公道正派的人
士担任。人民调解委员会、保护促进
会终止调解之后，再向人民法院书面
报告，并移送相关材料，提高其办案
效率。

重庆搭建全新诉调对接平台

行业协会也可以调解知识产权纠纷了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4月24
日，在市知识产权局召开的产业专利
导航成果推介暨专题培训会上，我市
首批8个产业专利导航分中心（下称
分中心）获授牌。

据介绍，首批分中心依托国家专
利导航项目（重庆）研究和推广中心建
立，涉及智慧旅游、集成电路、物联网、
医疗器械、通用航空等领域，每个分中
心平均有6个专职人员，建立了各个
产业的大数据，平均涉及信息8000多
条，涵盖产业、市场、经济、技术、人才、
政策、企业、法律、诉讼等信息，还建立
了专利数据库。经过一年的试运行，
这些分中心已开展培训31次，培训企
业441家，培训人员1494人。

“分中心的建设，为全市产业规划
布局、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全面的专
利导航服务。”市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
人称，比如，通用航空专利导航分中心
为两江新区航空航天产业园规划建设
提供了指导，促成重庆金世利航空材

料有限公司与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
理工大学共建钛合金焊接研究中心和
模具研究中心，以及零壹空间总部、华
夏航空通航总部、重庆航天职业学院
等项目落户两江新区。

再比如，医疗器械专利导航分中
心通过对现有的微创手术系统（包括
手术动力装置和高清内窥镜）进行调
研，指引我市某公司开发出技术价值
较高的新方案，促进了微创手术动力
装置和高清内窥镜产品技术进步，并
围绕新的创新成果进行了有规划的专
利布局，为公司创造出高市场价值和
高战略价值的专利群。

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年4月，各分
中心提供各类专利导航服务193项，
帮助相关服务主体规避侵权风险点
24个，突破技术瓶颈61项，优化技术
研发路径149条；帮助相关服务主体减
少研发成本19200万元，还大幅节约
了研发时间，新增专利申请1625件，
新增专利产品销售收入5000万元。

重庆首批8个产业专利导航分中心获授牌

行动1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奉节县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李忠财
机构编码：000100500236
机构住所：重庆市奉节县鱼复街道夔州路137号4楼、5楼、6楼
成立日期：2011年05月16日
邮政编码：404600 联系电话：56595537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05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明品福杯”2019 重庆
市全民健身摄影比赛继续征
稿。

从目前征集情况看，参
赛摄影作品呈现的内容来
看，全民健身形式丰富多彩：
打太极拳、跑步、足球、篮球、
乒乓球……

作品征集将持续到9月中
旬，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投稿邮箱：
ydcq2019@163.com
联系电话：
023-67527800。 活动官网二维码

““明品福杯明品福杯””
2019重庆市全民健身摄影比赛

参赛作品展示—参赛作品展示—030030：《：《金佛山拔河金佛山拔河》》摄摄//朱子华朱子华

4月15日，在位于两江新区鱼复
工业开发区的重庆矢崎仪表有限公
司，设备工程师正在对自主研发的画
像检测机器人进行测试，它可替代生
产线4名工人。

该公司主要为丰田、沃尔沃、长
城、庆铃等汽车厂家生产汽车仪表及

零部件，近年来致力于智能化升级，建
设数字化车间，目前已有35条生产线
完成改造，让生产效率提高82%，不良
品率降低34%，运营成本降低13%，单
位生产能耗降低23.2%。预计公司今
年生产汽车仪表 120 万台，销售收入
达5亿元。 记者 张锦辉 摄

智能化改造 降本又提效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秀山县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冉均
机构编码：000100500241
机构住所：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和街道东风居委会渝秀大道128号4-3
成立日期：2011年09月09日
邮政编码：409900 联系电话：76662459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法定保险业务除外）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1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酉阳县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熊太武
机构编码：000100500242
机构住所：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桃花源街道桃花源大道中路85号碧津商贸广场裙

楼1-4-1A、1-4-1B
成立日期：2011年06月13日
邮政编码：409800 联系电话：75552775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法定保险业务除外）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1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行动2

行动4

行动3

行动5

行动6

四
月
十
日
，﹃
陆
海
新
通
道
﹄
铁
海
联
运
首
趟
出
口
印
度
专

列
从
团
结
村
铁
路
中
心
站
始
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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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