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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颜安 龙丹梅 汤艳娟

公共免费WiFi覆盖是一项民生工
程。去年以来，我市开始大力推进的这
项工作，进展如何？连日来，重庆日报记
者走访了我市部分区县。

渝中
力争 5G 网络覆盖人流

密集公共区域

11月26日，在渝中区解放碑十字金
街，来自湖南的游客李婧举起手机，与家
人视频：“这里的免费WiFi真不错，我用
手机带你们看一看解放碑有多繁华。”

今年初，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美
化城市景观，渝中区采取政府购买服务
的方式，与中国电信重庆渝中分公司签
订协议：按照不新增的原则，改造141个

“无线渝中”老旧WiFi信息亭。其中，24
个WiFi信息亭改造为兼具WiFi功能的
公用电话亭，117个WiFi信息亭改造为
功能单一的WiFi亭。

为了让游客们有更好的体验，该区还
将在解放碑十字金街、李子坝观景台、印
制二厂、龙湖时代天街、融创白象街、山城
巷等公共区域新建53个AP（无线访问接
入点）点位,实现渝中区重点公共区域免

费WiFi覆盖。
据悉，渝中区还将逐步形成全区统

一的公用WiFi标识和平台，形成覆盖全
区的公共区域免费WiFi体系。在未来
几年内，力争实现人流密集的公共区域
5G网络基本覆盖。

南岸
完成 205 个 AP 建设，

主要区域全覆盖

漫步在南岸区的南坪万达广场，只
要拿出手机，连接附近智慧商圈信息亭
的“I-Chongqing”WiFi信号，就能立即
上网冲浪。

据悉，按照市相关部门下发的任务，
南岸区公共WiFi建设涉及7个公益性
场所和15个经营性场所。“去年以来，我
们总共投入约96万元，建设了205个AP
接入点，包括60个公益性场所AP建设
和145个经营性场所AP建设。”南岸区
大数据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205个AP
几乎覆盖了该区人流量较大的所有区
域，既包括弹子石CBD中央商务区、龙
门浩历史文化老街、重庆抗战遗址博物
馆等景区景点，又包括南坪商圈、南滨
路、金阳广场等居民主要聚居点，此外南
岸区人民医院、南岸区中医院、喜来登酒

店等经营场所的主要区域，也实现了公
共WiFi全覆盖。

智慧商圈信息亭项目是南岸建设智
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南坪商圈，
智能触屏终端、PAD电脑、智能手机应用
构成了信息服务平台。该平台可为使用
者提供公共交通查询、手机充值、促销活
动查询、商品信息查询等服务。

下一步，南岸区还将联合上海均瑶
集团等新型无线城市建设和智慧城市建
设战略合作伙伴，在提升无线通信能力、
加强“互联网+政务”整体设计、提高政府
行政效能等方面加强合作，在提升信息
化基础设施能级的同时深化智慧应用，
为南岸迈向全新的万物互联时代奠定坚
实基础。

璧山
免费 WiFi 可供 10 万人次

同时使用

“免费WiFi带来的便利太多了，在
公园散步时，就能及时把照片通过网络
分享给家人。”11月25日，在璧山区秀湖
公园散步的颜玉贞老人告诉记者，在璧
山区的广场、公园、医院等场所都有免费
WIFI，随时随地能享受到高速上网。

颜女士提到的免费WiFi正是“智慧

璧山”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城
区免费WiFi覆盖区域，市民只需用手机
或笔记本电脑搜索“CMCC-bishan”进
行连接，便可随时随地免费上网。

据了解，为解决市民随时随地上网
的需求，2011年5月，璧山区和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签订了“打造无
线城市、统筹城乡信息化”战略合作协
议，为市民提供随时、随地、随需的无线
网络接入服务。

截至目前，璧山已完成热点覆盖
112个，上线运行AP已达到2957台，实
现了璧山区内商圈、公园、广场等重点公
共区域全覆盖。仅去年，璧山区便完成
东岳体育公园、秀湖汽车露营公园、区人
民医院等7个热点建设，合计新增AP达
637台。

此外，该区还通过热点区域用户、流
量分析，对城区免费WiFi进行了提速，
把单站AP下面的用户数由以前的30个
提升到现在的80个，全区可容纳10万人
次同时上线使用。同时，接入的带宽也
从以前的2M、4M提升至10M。

璧山区委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根据建设规划，该区将于2020年完成热
点覆盖达到140个，在线运行AP数达到
4120个。

免费 公共WiFi陪你上网冲浪

□本报记者 崔曜

“我每天都来这里锻炼身体，累了有
座椅可以休息，渴了有水喝，感觉非常
好。”今年83岁的夏维宾家住大渡口区
新山村，他每天早晨7点准时起床，步行
20分钟来到大渡口公园锻炼。

与朋友们在此切磋乒乓球技是老
人的爱好。直板快攻、横板扣杀、你来我
往……中途休息时，夏维宾会用保温杯
到旁边的直饮水点接水喝。“安逸，这个
是‘福利水’哦！热的、常温的都有，尤其
在寒冷的冬天，我们打球累了、口渴了，
就来这里接水喝。”

大渡口公园只是全市456个公共直
饮水点的一处。让市民和游客免费喝上
洁净卫生的饮用水，是我市着力办好的
民生实事。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从去年开始，我市在主城区人流密
集、停留时间较长、无公共直饮设备的商
业街、广场、公园、购物中心等公共场所，
共建成456个直饮水点，安装522套直
饮水设备。

出门休闲可以“空手来空手回”

在主城区公园、广场散个步都能喝
到直饮水，很多市民对此纷纷点赞。

渝北区龙脊广场周边小区多，是居
民休闲的重要场所。“原来到广场散步，
要么带保温杯省着点喝，要么花钱买矿
泉水，不方便。”居民周晓慧说，现在这里
建成直饮水点，大家出门可以“空手来空

手回”，十分方便。
由于人流量大，渝北区城市管理局

在龙脊广场两个入口设有直饮水设备。
记者在龙脊广场幸福书屋旁站了5分
钟，就看到十几位市民来此接水喝。饮
水设备上贴有日常维护人的姓名，旁边
放有免费纸杯。工作人员说，纸杯用完
了他们就及时补上，一天要补充好几次。

直饮水点成“城市名片”

“公共直饮水点进一步完善了城市
服务功能，提高了城市公共服务能力，解
决了部分外出市民即时性‘缺水喝’的问
题。”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称，在广
场、公园等人流密集地带建设直饮水点，
能让更多群众受益。如果直饮水点在外
形上有特色，还可以成为一张漂亮的“城
市名片”。

在重庆动物园熊猫馆，以国宝大熊

猫为主题的直饮水点吸引了不少旅客前
来“打卡”。无论大人小孩，都喜欢与这
个萌萌的大熊猫合影，九龙坡区城市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此外，奥体中心和建川博物馆的直
饮水点设计也颇具匠心。奥体中心的直
饮水机都被包装成奖杯的造型。而在重
庆抗战兵工旧址——建川博物馆，直饮
水机被设计为“子弹”造型。从直饮水机
背后看去，还以为是景区内的雕塑，让游
客眼前一亮。

多项措施确保水质安全

公共直饮水设施大多安装在户外，
人为损坏、使用不当、日晒雨淋等因素容
易造成部分设施无法正常使用。更重要
的是，公共直饮水点水质安全很重要，如
何让老百姓喝得放心？

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按

照“统一建设，辖区负责，属地管理”原
则，主城各区直饮水点都有责任维护单
位，有专业的公司负责设备维护。

以大渡口区为例，维护公司一旦接
到水质安全报警，工作人员必须2个小
时内赶到现场处理，直到确认水质安全
后才离开。

“即使没接到报警，我们每周也都要
进行水质检测，在人流特别密集的区域
检测的频率会更高。”大渡口区城市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直饮水供应单位负
责定期对设备进行清洗，确保饮水安全、
卫生，并建立相关送水、清洗记录台账，
报送每批次产品的合格证。

为了让水质检查制度化，大渡口区
还制定了《大渡口区公共直饮水设备维
护管理制度》，落实专人对直饮水点进行
监管，定期对水量供应和清洁情况进行
跟踪抽查。

主城区建成456个公共直饮水点

冬天到了 市民出门也有热水喝

本 报 讯 （记 者 夏 元
通讯员 薛华杰）重庆日报记
者11月26日从陕西省陕煤运
销集团西南办事处获悉，截至
11月 25日，陕煤集团今年累
计入渝煤炭总量达到1002.03
万吨，首次突破1000万吨，提
前1年完成“陕煤入渝”五年战
略合作目标，充分保障了我市
工业用煤需求。

市经信委相关人士介绍，
在已运抵我市的这1000多万
吨陕煤里，超半数供应电力行
业，两成供应水泥行业，一成多
供应冶金、化工和造纸行业，剩
余量则供应其他工业行业。目
前，“陕煤入渝”的供应结构已
由此前以电煤为主，转变为多
领域、全方位保障我市工业用
煤需求。

储煤运行更加平稳，是今
年“陕煤入渝”另一亮点。陕煤

集团承担在渝常态储煤的机
构，包括陕煤重庆储运有限公
司、陕煤重庆港物流有限公司，
截至目前，其在渝滚动储煤量
为161.53万吨，静态储煤量为
50.46万吨，均超额完成年度
库存目标。此外，今年以来，市
经信委会同陕煤集团共同协调
国家发改委、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等单位调配力度，确保
了运力保障充足，运输总体畅
通。

自2016年我市与陕煤集
团开展“产能置换+保障供给+
常态储煤+物流投资”战略合
作后，“陕煤入渝”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其电煤运量现已占我
市外购电煤“半壁江山”，为保
障我市电力电煤供应发挥了重
要作用，得到国家发改委肯定，
成为国家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跨省区创新合作的典型范例。

充分保障全市工业用煤需求

今年“陕煤入渝”突破1000万吨

本 报 讯 （记 者 陈 钧
实习生 王天翊）11月27日，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
范项目（简称“中新互联互通项
目”）咨询专家会议在渝举行。
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由于中新项目推进得力，新加
坡已成为重庆第二大外资投资
来源地。

据介绍，中新互联互通项
目实施以来，双方聚焦金融服
务、航空产业、交通物流、信息
通讯四大领域，同时积极推动
教育培训、文化旅游、创意创
新、地产开发、医疗康养等领域
合作，目前已累计签署各类合
作协议55个，签约合作项目
203个，总金额逾270亿美元，
在项目推动下，新加坡已成为

重庆第二大外资投资来源地，
重庆从新加坡的引资占比从
4.9%上升到28.8%。

来自中国和新加坡的多位
专家，还围绕中新互联互通项
目建言献策。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
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前驻文莱
大使杨建称，在当前全球经济
大环境里，中国扩大开放，体现
了负责任的大国风度，东盟各
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中国力量。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
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李明江
认为，未来几十年，东盟各国拥
有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依托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东盟与中
国尤其是与重庆拥有广阔的合
作空间和光明的发展前景。

新加坡成重庆第二大外资投资来源地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实施以来，签约

合作项目总金额逾270亿美元

11 月
27 日，在位
于九龙坡区
的重庆动物
园，工作人
员正在对以
大熊猫为主
题设计的一
体式直饮水
点进行清洗
保洁。

记 者
张锦辉 摄

增强增强““三个能力三个能力”” 服务服务““三个作用三个作用””

建行“个体工商户经营快贷”

以科技赋能普惠金融 让小本买卖大有可贷
近期，建行重庆市分行首款个人

经营性贷款产品——“个体工商户经
营快贷”在渝正式上线。据了解，该产
品以全国7000多万个体工商户为服
务对象，基于个体工商户交易结算、金
融资产、纳税情况等多维度信息自动
计算贷款额度，为广大个体工商户开
辟了更加便捷的融资渠道。

借助金融科技
构建“三一”信贷服务产品

个体工商户是市场经济活动中最
活跃的经济主体，随着社会的发展，经
济的不断增强，我国日均新设经营主
体由2015年 5000户增加到2018年
1.8万户。截至2018年末，全国市场主

体超过1.1 亿户，90%以上是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7300万户，无疑是普
惠金融服务的重点群体之一。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人工智
能的兴起，金融科技日渐成为推动金
融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2018年，建
设银行更是将金融科技列为该行“三
大战略”之一，以金融科技赋能实体经
济，推动全行业务高质量发展。

在此背景下，建设银行运用自身互
联网思维和大数据技术，以五化模式
（批量化获客、精准化画像、自动化审
批、智能化控险、综合化服务）为基础，
为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量身打
造了一款全新的普惠金融产品——“个
体工商户经营快贷”。据了解，该产品
贷款期限长达1年，额度最高可达300

万元，对于用款金额在50万元以下可
通过个人账户支用。

据介绍，“个体工商户经营快贷”
是建行以科技金融为手段，围绕客户
端构建了“一分钟融资、一站式服务、
一价式收费”的“三一”信贷服务产
品。在申请此贷款时，用户只需在应
用商城下载建行“惠懂你APP”，并按
指示在线进行申请操作，就能成功申
请额度。

值得一提的是，申请完成后，用户
还可以在线支用额度。“客户只需要输
入支用金额，选择贷款发放账号后，点
击下一步，就能成功支用额度。”建行
重庆市分行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紧贴客户需求
全面降低融资成本

由于生产规模较小、信用体系不
健全、抗风险能力较弱等因素，个体工

商户长期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
“融资慢”的问题。作为建行紧贴个体
工商户融资需求推出的个人经营性贷
款产品，“个体工商户经营快贷”具有
客户覆盖广、业务流程简、融资成本低
三大特点。

一是客户覆盖广。“个体工商户
经营快贷”是一款纯信用的产品，主
要依据客户的结算、金融资产、纳税
情况等数据综合计算贷款额度，数据
来源于客户日常经营的方方面面。
产品可广泛适用于个体工商户和个
人独资企业。

二是业务流程简。客户可以通过
“建行惠懂你”APP、网上银行、手机银
行等电子渠道，全流程线上办理。客
户以个人名义进行申请，无需在建设
银行开立对公账户，其中对于用款金
额在50万元以下的，可以直接将用个
人账户进行支用，操作流程十分简便。

三是融资成本低。个体工商户经

营性快贷的额度是可循环支用、随借
随还。客户只需按照实际支用的时间
和周期支付贷款利息，融资成本透明。

小本买卖，大有可贷！建行重庆
市分行在践行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的道路上一直不断探索。目前推出
的个体工商户经营快贷主要是针对在
建行开户的个体工商户企业主客群，

接下来，建设银行将结合银行、微信、
支付宝等多维度数据进行分析及运
用，针对诚信经营、结算正常的商户推
出个体工商户商户云贷，以满足广大
小微商户的需求，为解决民营经济“融
资难”问题提供更多切实有效方案。

渝轩
图片由建行重庆市分行提供

本 报 讯 （记 者 杨 骏
实习生 何春阳）11月 27日
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达州班
列正式首发。

在今年5月举行的第二届
西洽会上，中新南向通道（重
庆）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南
向通道公司）与重庆三峡铁水
物流有限公司签署共建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打造西部
陆海新通道万州和达州集散中
心。11月 27日，西部陆海新
通道达州班列正式开通，这也
是对西洽会签约项目的一个具
体落实。

达州市相关负责人表示，
西部陆海新通道达州班列的
成功开通，有利于推动达州、
万州与北部湾地区物流一体
化进程，有效带动区域经济发
展。南向通道公司方面则表

示，该班列的开通，能够推动
川渝两地江、铁、海的无缝衔
接，让“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
带的联系更加密切，从而助推
川渝及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
和发展。

截至今年10月底，西部陆
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已开行
757班，运输箱量3.7万标箱，
班列数同比增长107%，年度
运输货值50亿元。班列累计
开行1414班，运输箱量7.1万
标箱，累计运输货值89亿元，
辐射84个国家和地区201个
港口。

市政府口岸物流办有关人
士称，下一步，重庆将积极打造
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营中心，尽
快出台重庆地方关于通道的实
施方案，推动通道建设，促进西
部省区市联动发展。

西部陆海新通道达州班列首发
截至10月底，铁海联运班列数

同比增长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