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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清晨，位于重庆主城区的果园港
繁忙有序。一批重庆制造的长安汽车被装
上船，将通过长江黄金水道运往武汉、芜湖
等地；另一条陆上通道上，“德国曼海姆港
—重庆果园港”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零配件，
途经约11000公里，顺利抵达果园港。南
来北往的货物在这里装卸、中转……

从建立初期只有2个泊位的散货码
头，到目前成为我国最大的内河水、公、铁
联运枢纽港，果园港的繁荣发展与进出口
银行重庆分行的支持密不可分。在果园港
建设初期，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就为重庆
港务集团持续提供资金助力，支持果园港

铁路专用线项目、果园港集装箱码头项目、
果园港商品车滚装功能区项目等，显著完
善果园港作业区功能分布，提升吞吐能力，
实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长江黄金水道无
缝连接。

除果园港项目外，重庆近年来一系列
外向型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背后，都
有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的身影。该行对重
庆江北机场T3航站楼建设及第三跑道扩
建提供信贷资金支持，助力江北机场建成
旅客吞吐量45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10
万吨、飞机起降37.3万架次综合性国际机
场。全面对接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建设金融

需求，为重庆西部现代物流产业园有限责
任公司提供信贷资金，重点支持了铁路口
岸公司铁路保税物流中心（B型）项目、物
流园公司中国西部生产资料市场和铁路保
税物流中心（B型）拓展区等重庆市级重点
项目，将其打造成国家服务标准化试点园
区和首批市级重点物流园区。

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一直肩负政策性
银行的使命，全力服务交通枢纽、物流园区
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一带一路”倡议铺路
搭桥，夯实重庆建设“大通道、大枢纽、大口
岸、大通关”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的基础，
助力重庆加快对外开放步伐。

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

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助力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

聚焦开放高地建设 为互联互通夯实基础

作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重庆小
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品远销全球
7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及小康股份的成
绩，就不能不提在其背后提供持续助力的
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2017年，该行向小
康股份融资 6600 万美元用于收购美国
AMG公司民用汽车工厂项目，助推公司
新能源汽车美国加州品牌的建立。2018
年下半年，在中美贸易战导致公司资金风
险加剧的背景下，该行以利率掉期产品帮
助小康股份锁定了6600万美元贷款未来
5年的利率水平，有效帮助企业规避了美
元利率风险。

近年来，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通过多
种方式支持重庆民营实体经济发展，为民

企提供便捷的进出口外贸综合融资服务，
促进民营企业迈向中高端、走向国际化。

在支持企业“走出去”方面，进出口银
行重庆分行以开立投标保函、预付款保函、
履约保函、融资保函及发放境外工程承包
贷款等方式支持重庆对外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在乌干达、肯尼亚、孟加拉等地的多个
项目；支持中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开展对
文安钢铁（马来西亚）有限公司Samalaju
联合钢厂集钢铁冶金、建筑建材、石材加
工、港口物流、商贸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临
港综合产业园区建设；助力国内一流通机
及其关键零部件生产企业润通科技，帮助
其拓展在越南、阿联酋、巴基斯坦、菲律宾、
柬埔寨等国家的业务。

同时，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切实解决
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瓶颈难题，赋能外
向型企业发展。比如，支持重庆国际复合
材料股份有限公收购巴林阿巴桑玻璃纤维
有限公司60%股权，助力其打开在中东的
销售市场；在“3+N”合作框架内支持搭建
的“快融通”、“渝贸通”平台，使逾百家小微
企业获得了便捷的进出口外贸综合融资服
务；创新优惠贷款银政合作机制，对符合条
件的本外币贷款项目执行优惠利率，帮助
企业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了融资成
本；增加了小微企业“自借统保”、“统保代
管”等若干融资方式，首创“出口双保通”业
务，有效带动了重庆出口企业的发展。

赋能民企实体经济 助在渝企业走向世界

作为中国首家、全球第二家12英寸
功率半导体芯片制造及封装测试生产基
地项目，重庆万国半导体12英寸功率半
导体芯片制造及封装测试生产基地项目
将“中国芯”的制造命运牢牢掌握在了国
人自己手里。

在创造“中国芯”的艰难过程中，进出
口银行重庆分行为重庆万国半导体科技有
限公司提供融资支持，助力半导体芯片制
造及封装测试生产基地项目投入运营，进
一步推动我国集成电路发展的同时，也极
大地助推“中国芯”重庆制造的提速。

为加快重庆建设西部创新中心，进出
口银行重庆分行紧跟经济转型步伐，将宝
贵的金融资源投向创新领域，充分发挥吸
收境外投资贷款、转贷款等产品的“引资、
引技、引智”作用，支持新材料、生物医药等
重庆市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该行通过发放转型升级流动资金贷款
及贸易融资，支持重庆恒芯天际科技有限
公司的生产、制造特定用途的高端通信设
备，支持其在重庆市合川区投资建设国家
级信息安全产业示范基地，形成集信息安
全产业研发、生产、测试、展示、销售、服务
于一体的年产值千亿级规模的信息安全产
业集群；与重庆市经信委就支持重庆市医
药产业发展达成战略合作意向，支持智飞
生物等一批重庆市生物医药产业企业的转型升级资
金、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为重庆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安来动力机械有限公司开立EPA
保函等，为机电、笔电制造企业提供营运资金支持，助
力打造重庆市“6+1”产业集群。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西部大开发20
周年、跨境人民币业务设立10周年。在这历史交汇
的新起点，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将努力发挥政策性金
融优势，继续助力“一带一路”倡议，重点支持重庆对
外贸易、跨境投资、对外合作、境内对外开放等领域，
为推动重庆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重庆打造内
陆开放高地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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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重庆市

全面融入共建“一带

一路”，加快建设内陆

开放高地，积极统筹

内与外、陆与海、东与

西、南与北，全方位开

放总体布局基本形

成，外向型经济发展

突飞猛进。作为国家

政策性金融的重要力

量，自 2007 年扎根重

庆以来，进出口银行

重庆分行一直不遗余

力支持“一带一路”倡

议，积极推动重庆开

放经济高质量发展。

截至2019年10月末，

该行累计支持“一带

一路”项目超过 200

个，融资支持项目和

余额逐年稳步提升，

助力重庆高质量发展

的贡献可圈可点。

获得“中国心血管疾病医疗质量改善项目”奖项

“生死时速”
挽救病人生命

10月 31日，在垫江县人民医
院监控室见到黄厚军时，他面色红
润、声音宏亮，交流之间丝毫察觉不
出他曾经历过危及生命安全的惊险
2分40秒。

原来，作为垫江县人民医院保
安人员，2018年1月25日，黄厚军
按惯例到医院各处巡逻查岗。下午
5时30分左右，他来到医院门诊大
厅，并与在此处值守的同事交流着
当天的工作情况。不料，正在说话
的黄厚军却突然“咚”的一声倒地，
同事急忙蹲下救治，却发现黄厚军
已没了心跳。

即便事情已过去一年多，黄厚
军现在回想起来仍是心有余悸。黄
厚军病发后，医院急救人员立马行
动起来，由于平时训练有素，从他倒
地到电除颤恢复心跳，整个过程只
花了2分40秒。在急诊科经过心
电图检查发现是心肌梗死后，黄厚
军被快速转到了介入室，通过植入
支架开通梗塞的血管，8天后他就
顺利出院投入到工作中。如今的黄
厚军红光满面，身体强壮，丝毫看不
出曾经历过生死时速的2分40秒。

同样的惊险时刻，10月 30日
晚也在垫江县人民医院上演。10
月30日晚11时30分左右，家住垫
江县城64岁的高成明因胸口不适
来到医院就诊，刚做完心电图，患者
就突发室颤，心跳停止，通过急诊
科、心内科、介入室、麻醉科、ICU的
全力救治并植入支架开通梗塞血
管，高成明成功度过了危险。“当时
我们都很紧张，现在好了，老汉也转
出了ICU，情况比较稳定。”高成明
的女儿说，很感谢医生的救治，让她
父亲转危为安。

这两例病例的成功救治，只是
垫江县人民医院急性心肌梗死救治
能力的一个缩影。在日常急性心肌
梗死救治中，医院各科室通力合作，
通过日常演练，打通各个环节，缩短

了救治时间，提升了救治效果，得到
了患者和家属的认可。

近年来，垫江县人民医院着力
加强急救能力建设，围绕急性心肌
梗死救治能力提升，于2017年7月
成立了胸痛中心。据了解，医院胸
痛中心以急诊科为窗口，以“120”
为纽带，以CCU为平台，以心血管
内科为依托，整合院前急救部、急诊
科、心内科、胸外科、ICU、放射科等
多个科室以及全县乡镇卫生院和民
营医院力量，建立起快速有效的基
层急性心肌梗死救治体系。

协同救治
网络全面覆盖

2017年7月18日，垫江县人民
医院胸痛中心正式成立。随着胸痛
中心的成立，胸痛患者的早期识别
能力和早期救治能力都得到大大提
高。为辐射全县胸痛患者，垫江县
人民医院牵头，与全县26个乡镇卫
生院以及相关民营医院签订了胸痛
中心合作协议，并将乡镇基层医生
纳入医院胸痛中心微信群，织起了

一张覆盖全县的急性胸痛患者的协
同救治网络。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开通梗塞
血管有效治疗时间是12小时，其中
黄金救治时间是2小时内。”据垫江
县人民医院胸痛中心医疗总监、心
血管内科主任余洋介绍，胸痛患者
的救治，对人员、设备及技术都要求
很高，鉴于乡镇卫生院条件，处理起
来存在困难，这就要求县人民医院
胸痛中心肩负起这一责任，利用自
身救治能力，搭建起全县急性心肌
梗死协同救治网络。

这一体系建立后立刻发挥了效
果。2018年6月27日晚7时左右，
在垫江县人民医院胸痛中心微信群
里，坪山镇卫生院医生在群里发起
求助，该镇一名67岁的男性突发胸
痛，经心电图诊断为急性心肌梗
死。接到消息后，垫江县人民医院
胸痛中心立马派出“120”救护车前
去接病人，乡镇卫生院同时将病人
往县医院送。“120”车在中途对接，
节省了救治时间，该患者被成功救
治。

作为医院胸痛中心的依托，垫

江县人民医院于2007年便建立了
介入室，2014年购买了GE3100大
型C臂，为全院介入治疗提供公共
平台。目前，介入室配备专业护士
4名、放射技术人员3名，能365天
24小时接诊病人。

据了解，垫江县人民医院心血
管内科是重庆市重点专科、重庆市
区域重点学科建设单位、重庆市冠
心病诊疗技术示范基地、重庆市心
血管专科联盟成员，现已获得重庆
市垫江县卫健委授予的“垫江县胸
痛中心”称号，并在积极创建国家胸
痛中心。据悉，心内科病人来源除
本县外，还辐射到周边区县，县外患
者比例占16.2%。

人才培养
促进学科发展

人才是科室发展的动力。为提
高医院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能力，
垫江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大力加
强人才队伍建设，科室能开展介入
手术的医生数量从2014年的2人增
加到2019年的5人。作为科室主任

和技术骨干，余洋先后到陆军军医
大学新桥医院、西南医院学习先进
急性心肌梗死救治技术，也大力把
科室团队人员输送到陆军军医大学
大坪医院、新桥医院，重庆医科大学
附一院、附二院，第四军医大学附属
西京医院学习，以提高整个科室的
救治能力。

“来到科室7年，进步还是比较
大。”心血管内科年轻医生童欣说。
2012年从重庆医科大学硕士研究
生毕业后来到垫江县人民医院心血
管内科工作，从最开始的观摩学习，
到渐渐成为主刀医生的助手，再到
如今已经能独立进行介入手术，童
欣的成长经历也是每一位青年医生
在医院的成长过程，不仅反映了心
血管内科以及各学科由弱到强的发
展，也是垫江县人民医院不断提高
医疗救治能力的一个缩影。

除了加强自身人才建设，垫江
县人民医院在带动区域性急性心肌
梗死救治能力提升上也做出了贡
献：主动承担全县心血管疾病知识
的宣传工作；制作心肌梗死宣传片、
宣传册、口袋书等；用通俗易懂的方
法让百姓认识急性心肌梗死的知
识。在胸痛中心的建设过程中，心
血管内科定期为全县基层医院提供
专业的指导及帮扶，带动各基层医
院医务人员心血管专科水平的提
高；通过对基层医务人员胸痛知识、
心电图、心肺复苏等知识的培训大
大提高基层人员对急性心肌梗死患
者的诊断、治疗及急救水平。这一
系列措施的实施，提升了区域急性
心肌梗死救治能力。

近年来，垫江县人民医院以常
见病、多发病为突破口，紧扣患者需
求，高质量发展学科建设，提升救治
能力，加强救治网络建设，形成大病
不出县、小病不出村的就医格局，为
实现全县15分钟基本医疗卫生服
务圈助力，力求为更大范围的患者
带去优质医疗卫生服务。

王祥 杨隽 余洋
图片由垫江县人民医院提供

对于心肌梗死，很多人并不陌生，我
们或许都曾听过“某某突发心肌梗死去
世”这类消息，它是一种冠状动脉急性、持
续性缺血缺氧所引起的心肌坏死。据公
开报道显示，我国每年因急性心肌梗死而
死亡的人数超过100万人，而且急性心肌
梗死的死亡率仍在持续上升，成为威胁人
们健康的一大“杀手”。垫江县人民医院
近年来持续提升急性心肌梗死救治核心
能力，共培训1000余名医护人员，开展院
内培训10余次、院外30余次，近1000名急
性心梗患者获得救治，走出了一条值得借
鉴的新路，跻身区域胸痛救治中心。

进社区宣传义诊活动

开展急救应急演练

2分40秒，心梗病人重获新生
——垫江县人民医院提升急性心肌梗死救治核心能力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