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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

第1批

第2批

第3批

第4批

第5批

第6批

第7批

出发时间

1月26日

1月28日

2月2日

2月5日

1月31日

2月11日

2月11日

人数

141

15

122

39

4

157

26

组成单位

重医附一院、市中医院等11家三甲医院

市急救医疗中心、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重庆
市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

重医附二院、市中医院、市五院、大足区人民医
院等21家医院

重医附一院、市人民医院、重钢总医院、璧山区
人民医院

市疾控中心

来自我市6家市级医院和7个区县的11家医院

来自九龙坡区、垫江、南川3个区县的9家医院

到达地点

孝感

武汉

武汉

武汉

荆门

孝感

武汉

批次

第8批

第9批

第10批

第11批

第12批

第13批

注：1月24日，陆军军医大学第一批医疗队150人驰援武汉，先后在武汉金银潭医院、
火神山医院抗击疫情；2月13日，陆军军医大学第二批医疗队200多人出征武汉，主要奋
战在泰康同济医院。

出发时间

2月13日

2月15日

2月17日

2月17日

2月19日

2月20日

人数

163

102

45

5

145

241

组成单位

重医附一院

市妇幼保健院等12家医院

市人民医院等13家医院

疾控部门

江北区中医院、梁平区人民医院、丰都县人民医
院等6个区县的10家医院

9个区县的18家医院

到达地点

武汉

武汉

孝感

天门

武汉

孝感

截至目前，我市共有

13 批医疗队1205 名队员

（不含部队）

在湖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应约同韩
国总统文在寅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在中国人民奋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
刻，总统先生专门来电话表达慰问支持，同我就深化双边关系交

换意见，体现了中韩作为近邻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友好情谊。
习近平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举全国之力，团结一心，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
举措。 （下转2版）

习 近 平 同 韩 国 总 统 文 在 寅 通 电 话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应约同巴
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当前中国政府的头等大
事。经过广大医务人员和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努力，目前疫情形

势已开始出现积极变化。我们不仅有信心、有能力、有把握打
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而且能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努力实
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下转2版）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通电话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2月20日下
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前往重庆高新
区，深入企业检查调研复工复产工作。他强
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市政
府工作安排和陈敏尔书记要求，以实行分区
分级分类防控为抓手，下沉服务，科学防控，
精准施策，有力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市领导熊雪等参加。
位于重庆高新区的台晶（重庆）电子有限

公司、英业达（重庆）有限公司、广达电脑重庆
制造基地、SK海力士半导体（重庆）有限公
司，是我市智能产业重点企业，主要从事笔记
本电脑等智能终端的研发制造和半导体的封
装测试，产值、进出口值和国际市场占有率均
较高。春节期间，台晶电子公司和SK海力士
半导体公司一直在产，英业达公司和广达电
脑重庆基地于近期陆续复产。疫情发生以

来，四家企业着力加强内部管理，全面排查登
记员工基本信息和近14天活动轨迹，严格执
行进出厂区体温检测、公共区域和宿舍定期
消杀，要求所有员工佩戴口罩，实行员工分时
分区分散用餐，教育引导员工做好自身防护，
确保企业安全平稳生产运营。

唐良智先后来到四家企业，实地检查厂
区、食堂、员工生活区等重点部位防控工作，
详细了解复工复产和员工返岗情况。唐良

智说，企业的防控措施细、效果好，对企业的
好做法要推广。要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和员工防护责任，把疫情防控工作抓牢抓
实，强化内部管理，做好进出人员体温检测，
实行分散就餐制，保护好大家的健康。唐良
智十分关心企业生产经营，每到一个企业，
他都走进生产车间察看企业生产情况，询问
企业存在哪些困难。他说，疫情带来的困难
是暂时的，市场后续需求会加快释放。企业

要对未来充满信心，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生产发展，瞄准市场新需求、发展新方向，
扩大生产，抢抓订单，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保
障安全生产和员工食堂食品安全，确保疫情
防控和生产发展两不误。高新区要加强督
促指导，组织工作队下沉服务、驻厂会商，与
企业共同完善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指导企
业及时复工复产，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推动企业尽快有序高效运转。 （下转2版）

唐良智在重庆高新区检查调研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时强调

下沉服务 科学防控 精准施策
有力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2月20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轩赴渝中区督导落实分区分级分类精准防控工作时指出，
要迅速落实执行中央和市委的最新决策部署，毫不放松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一企一策”精准指导帮扶，有序推动企业复工
复产。

张轩先后前往中冶赛迪集团公司、重庆苏宁云商销售有
限公司、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详细了解疫情防控措施落实、
疫情对生产经营影响、灵活开展线上经营、确保关键时期金融
服务不间断等情况，并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听取了渝中区
相关工作汇报。

张轩指出，当前，我市已进入一手抓防控、一手抓发展的
新阶段，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部
署，坚持依法科学防控、分类精准施策。

（下转2版）

张轩赴渝中区督导落实分区
分级分类精准防控工作时指出

毫 不 放 松 做 好 防 控
有 序 推 动 复 工 复 产

本报讯 （记者 李珩）2月20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安排，重庆市增
补第十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241人出征孝感，这是目前我市向湖北派出人数
最多的一支医疗队。据悉，目前我市共有13批1205名队员（不含部队）在湖
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其中，有4批584名队员支援孝感，主要分布在市级
医院、孝南区、大悟县、云梦县、孝昌县参与医疗救治工作。

重庆增派第十三批医疗队出征孝感
目前我市累计派出1205名队员支援湖北

本报讯 （记者 戴娟）2月20日，市政协主席王炯在大
渡口区督导落实分区分级分类防控工作时指出，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安排，以实行分区
分级分类防控为抓手，科学防控，精准施策，全力以赴，统筹抓
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王炯前往大渡口区交通卡点、社区、一线医务人员指定休
息点、集中隔离点和逐步复工企业、超市、金融机构等，与基层
一线防控人员、医护人员和企业负责人仔细交流，详细了解疫
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相关情况。

王炯说，根据当前全市疫情实际情况和发展态势，我市已
进入一手抓防控、一手抓发展的新阶段。要按照“依法防控、
科学防治、分类施策”的原则，继续抓好“内防扩散、外防输入、
严防输出”，尽最大可能切断传染源，尽最大可能控制疫情波
及范围。 （下转2版）

王炯在大渡口督导落实分区
分级分类精准防控工作指出

科学防控精准施策 统筹抓好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2月19日，重庆上汽菲亚特红岩动力总
成有限公司工厂内，4条生产线、数十台加工
中心火力全开，一台又一台重型卡车发动机
缸体不断生产出来。

“我们每天采取员工测温、佩戴口罩、分散
用餐、环境消杀等措施，确保企业安全生产。
2月10日复工以来，我们已生产了800台发动
机，全部出口欧美市场。”该公司负责人说。

距离不过10公里的重庆川仪自动化股
份有限公司，PDS智能变送器生产线也在快
速运转，该生产线周产量达到2800台，其中
1800台用于出口。

近年来，随着重庆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
地，外向型经济占比越来越高。即便在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重庆开放领域一手抓防控、
一手抓发展，开放的脚步持续坚定向前。

开放大通道稳定运行
2月16日凌晨，一辆满载627.3吨进口

奶粉的中欧班列（重庆），经过集散分拨后，
从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兴隆场车站始发，
运往湖南长沙。

这是疫情发生后，中欧班列（重庆）创新
开通的欧洲—重庆—国内其他省市的“点对
点”专线运输服务。

“企业复工复产，物流必须先行。”市政

府口岸物流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疫情发生
后，重庆在毫不放松落实防控措施的同时，
指导有关平台公司开放境外集货仓库，为防
控物资提供备选运输方案，并创新开通上述

“点对点”专线，同时全力保障中欧班列（重
庆）、西部陆海新通道不间断稳定运行。

今年以来，截至2月17日，中欧班列（重
庆）已开行139班，开行频次稳定为每天2至
3班；开行中亚班列23班；开行西部陆海新
通道铁海联运70班、铁铁联运班列5班、跨
境公路班车123车次。

港口方面，为确保东向长江黄金水道通
畅运行，我市重点港口在疫情期间保持不停
航作业。为加强防控，重庆对运抵果园港、
寸滩港的集装箱、滚装船、件散货船舶实行

“人货分离”管控方式，即只隔离船员，不影
响货物装卸。

全球贸易海外工程不松劲
“本周，我们对铁矿石、煤炭等大宗物资

的全球采购金额预计将突破5000万美元。”
2月19日，重庆对外经贸集团在香港成立的
下属企业——明德集团公司负责人说。

疫情发生后，明德集团公司引导员工做
好自身防护的前提下，迅速与俄罗斯、比利
时等国家和地区搭建多条重庆医疗物资采

购通道；同时，其大宗物资全球贸易也未松
劲。据介绍，明德集团公司去年的营业收入
约为70亿元，今年预计将突破100亿元。

除了全球贸易，对外经贸集团下属的海
外工程项目也在同步推进。

目前，对外经贸集团在乌干达、肯尼亚、
坦桑尼亚、卢旺达、利比里亚、苏丹、孟加拉、
东帝汶、斯里兰卡、尼泊尔、马来西亚等国家
和地区有33个建设项目工程。

“比如我们建设的乌干达油区道路长达
111公里。这个项目事关该国的能源产业
发展，所以我们克服各种困难，保证实施进
度。目前，工程进度比预期快了10%。”重庆
对外经贸集团相关人士估计，今年1—2月，
其海外工程将完成产值1800万美元。另
外，该公司还在继续拓展海外工程业务，今
年预计将再增加10个海外项目。

外资外贸企业加快复工复产
一群返岗工人走过通道，摄像头可群测

体温，发现体温异常，电脑自动记录人脸
……这是2月19日，重庆日报记者在重庆保
税港区智能制造工厂公寓门口看到的一幕。

除了自动群测体温系统，保税港区还与
中国移动合作，建立智慧大数据平台，掌握
辖区内人员流动情况。“通过这个平台，工厂

里有多少人上班，公寓里有多少人休息，是
否有人进入工地，我们都能一目了然。”保税
港区运行管理服务部部长石智勇说。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发展，企
业对未来充满信心。

截至2月18日，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内的
纬创、旭硕、翊宝、仁宝4家整机企业已全部
复工复产。

同一天，在两江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复工复产近200家。

“长安福特一级供应商现已复工78家，
其中在两江新区的51家供应链企业全部复
工复产，保证了长安福特现阶段得以顺利复
工。”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赵
非如是说。

在西永微电子产业园，达丰、英业达、
SK海力士、华润微电子、方正等32家电子企
业均已复产。

在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包括意大利维
龙、民生物流等11个保供类产业项目已全
面复工。

这些大开放领域的领头企业有序复工
复产，显示了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信心
和决心。

（本报记者曾立、陈钧、杨骏、仇峥、杨永
芹、夏元）

一手抓防控 一手抓发展

重庆开放步伐坚定向前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 汤艳娟 廖

雪梅）当前，我市已进入一手抓防控、一手抓
发展的新阶段。连日来，我市积极出台政策
措施，在更加科学有效地抓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支持企业有序开工复工，助力企业渡难
关、谋发展。

科技型企业：
牵头研发抗疫新技术新产品，

补助最高可达500万元

2月20日，市科技局发布消息称，《关于
支持科技型企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加快创
新发展步伐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
出台。《意见》从支持科技型企业加强技术创
新、加快成果转化、申请知识价值信用贷款、
提升创新实力及各类机构为科技型企业提
供优质服务五个方面提出12条举措，促进
我市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

在支持科技型企业加强技术创新方
面，我市将面向科技型企业启动实施一批
应急专项，重点加强大数据疫情防控、智
能机器人及调度平台、高效检测仪器设备
和防护产品、远程视频办公系统等领域的
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开展生物医用材料、
新药研发、大数据智能化诊疗技术等前沿
技术攻关。2019年度通过认定的高新技
术企业自主实施科研项目，申请科技型企
业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专项普惠项目立
项支持的，一次性给予 20万元研发经费
补助。

在支持科技型企业加快成果转化方面，
科技型企业牵头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诊疗
救治提供具有明确应用效果的新技术、新产
品，可按照其研发投入的20%给予一次性补
助，最高可达500万元。

在科技型企业申请知识价值信用贷款
方面，充分发挥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
偿基金作用，加强应急转贷服务，即对部分
企业因特殊情况暂时无法按时偿还知识价
值信用贷款，经合作银行同意续贷和基金
受托管理机构审核同意后，利用风险补偿
基金按照协议约定，为企业续贷免费提供
短期资金周转。“以往的应急转贷的比例是
80%，现在提高到100%。”市科技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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