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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3月31日电 （记者 柯
高阳）预拨财政补助经费、推迟年检、减免
办学场地租金……重庆市教委、财政局、
人社局、国资委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发文，
出台一系列政策为民办学校纾困解难。

重庆市教委负责人介绍，受疫情影
响，部分民办学校因延期开学无法收取

学费，同时须照常支付教师薪酬、办学场
地租金等支出，维持学校运转较为困
难。为此，重庆市将按照2020年1月各
民办中小学校、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和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在校（园）学生数，以
2020年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的50%
预拨生均公用经费，各民办高校按2019

年10月底在校全日制学生数（不含高职
扩招学生）和相应生均经费补助标准的
50%预拨，年检结束后进行清算。

同时，根据疫情防控工作实际，重庆
将适当延迟对民办学校的年检工作。参
照国家和重庆市出台的支持中小企业共
渡难关系列政策措施，民办学校还可享

受办学场地租金减免、延期纳税、社会保
险费减免和金融支持等政策。

重庆市还提出，将民办学校纳入当
地疫情防控工作体系，在开学复工、物资
供应、学生资助等方面将民办学校与公
办学校通盘考虑，减少疫情带来的影响，
确保学校办学稳定。

预拨财政补助经费、推迟年检、减免办学场地租金

重庆为受疫情影响的民办学校出台纾困措施

□本报记者 罗芸

与开州区交界的“通渝隧道”城口
侧右方，是该县鸡鸣乡金岩村通往山上
四个合作社的村道起点。3月初复工
以来，这条曾因各种原因停工二十余次
的村道正抢抓时间修建，以造福更多当
地人。

近日，记者再次来到这条总长11.8
公里的公路施工现场，发现不少人都围
绕这条路做好了弥补疫期损失、恢复并
扩大生产的打算。

打工兄弟：
先学技术再包地

村道入口处，为确保安全禁止车辆
通行，只能沿公路步行往上。

记者走了两公里多，偶遇下山的伍
先友、伍先强两兄弟。

伍氏兄弟是开州区满月乡人。因为
山上有万余亩的云木香基地，他们经常
上山打工，每天每人工钱120元。

50岁的伍先友说，上山一趟四五个
小时，山上也没有小卖部，很多年轻人不
习惯，只有像自己这岁数的才耐得住寂
寞在这里打工。

“每回上去都要背一大包东西。”伍
先强抢过话头，指指自己背上的编织袋，
用骡子驮东西上去，每公斤成本2.6元，
不划算。

“现在路修通了，不担心年轻人上山
和你们抢业务？”记者问。

“山上地广得很，路修通了发展快，
哪里不是打工的机会呢？”伍先强丝毫不

担心，“我们先把种植技术学到手，到时
候包地自己种不是更安逸吗？”

养猪夫妇：
种养循环发展乡村旅游
山区天气多变，很快飘起密集的小

雨。
沿山道走了大约半小时后，一间孤

独地伫立在半山腰的简易棚房渐入记者
视线，这里住着咸宜乡青龙村的陈德春、
喻秀群夫妇。他们以前在山下开烧石灰
的厂。几年前厂里关停，两口子就琢磨

着找地养猪。
看到金岩村这条路在修建，夫妇俩

就准备在村道穿过的青龙村地盘上建环
保猪场，但因路没通，拉建材的运费比建
材本身还贵，两人只得先用木板搭个简
易猪圈。

“我啥都计划好了，就等着路通了。”
喻秀群说起了自己的计划：通路后把环
保猪圈修完，再请个懂养殖的师傅帮忙
指导一段时间。修完猪圈，再在周边种
上李树、桃树，实现种养循环。

“李子、桃子春天开花，夏秋结果，到

时候还可以请游客上山来耍！”畅想未
来，喻秀群眼里亮晶晶的。

施工技术员：
争取早日贯通毛坯路

虽已是仲春，但海拔1800米的施工
现场却飘起了小雪。

在挖掘机轰鸣声中，有二三十年山
区修路经验的技术员罗贤平，正在指挥
工人画钻眼位置，等天晴后放炮打通最
后一截路。

“这条路修建难度大，因为塌方、放
假、下雨，前后停了二三十回，最近一次
就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复工后，大家
都想趁着晴天尽快把这条乡里的重点
工程修通。”罗贤平表示，应该再冲刺十
来天就能把毛路坯打通。

药材种植大户：
产业发展更广阔

记者正在施工现场采访时，金岩村
九社社长沈贤福来工地看进度。

“这条路我们盼了好多年，隔三差五
都要来看！”在山上种了约200亩云木香
的沈贤福说，山上有120户600多人靠
种云木香维生。今年云木香行情不错，
但因为疫情没法拉下山，只能留在地
里。现在复工复产了，大家都上山忙着
把云木香烘干。

“现在云木香每亩纯利润约有3000
元；但算上运费，到手的就只有2500余
元。”沈贤福说：“大家都希望路修通后把
电烘机运上山。用机器烘出来的云木香
质量好，能卖高一点的价！”

除了已在山上包地的村民，通路后
的山地还吸引了更多的人准备上山大展
拳脚。

“路修通了，生产、生活样样安逸！”
负责这条村道施工的本地人陈芸跃跃欲
试：“我也准备到山上包地种天麻，跟着
大家一起发展农业赚钱！”

城口县金岩村复工后抢修产业路

“啥都计划好了，就等路通”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3月

31日，来自重庆交通开投集团消息
称，随着全市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重庆主
城区公共交通客流量快速回升。截
至3月30日，主城区公共交通客流
量突破400万人次，达415.3万人
次。这是春节以来首次突破400万
人次，约恢复到了疫前日均客运量
的50%。

从市民乘坐的各种交通出行工
具来看，3 月 30 日，地面公交达
234.4 万人次，较上周同期增长
10.3%；轨道交通180.9万乘次，较

上周同期增长14.9%。
据介绍，3月2日，主城区公共

交通客流突破100万人次。3月12
日，突破200万人次。3月18日，突
破300万人次。3月30日，客流量
突破 400 万人次，达 415.3 万人
次。面对客流量逐步回升，公交、轨
道严阵以待，全力以赴，抓实抓细疫
情防控和运输保障。

此外，地面公交将持续推行“点
对点”“一站直达”定制出行服务。
截至3月 30日，定制公交累计为
140家企业开行342条线路，运送
593441人次。

主城公交日客流量破400万人次
恢复至疫前日均客运量5成左右

做“大医精诚”的践行者长寿区人民医院
守土有责 爱心驰援

科学谋划
筑牢长寿疫情防控战线

面对疫情，科学的安排部署是有
效应对方式。作为长寿区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前沿阵地，医院科学谋划、精准
施策。在1月18日收治长寿区首例
新冠肺炎疑似患者（后经核酸检测确
诊）后，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乔正荣意
识到，此次病毒感染来势汹汹，必须及
早安排部署，科学规划疫情防控工作。

1月19日，医院进入战时状态，制
定了疫情防控相关应急预案和处置流
程，迅速吹响了战“疫”冲锋号。1月21
日，医院召开党委扩大会，要求全院职
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行动统
一到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
以及上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的各项决
策部署上来，坚持把守护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要位置。

闻令而动，令出行随。医院立即
成立了医疗救治组、院前急救组、发热
门诊及住院管理组、医院感控组和后
勤保障组5个工作小组，强力推进疫情
防控工作。与此同时，后勤保障部门
夜以继日添置相关诊疗设施设备，完
善楼层房间功能设置布局；医疗、护理
等职能部门统筹全院医务人员调动，
分批次进驻隔离病区和发热门诊，开
展疑似及确诊患者的收治工作。全院
职工迎难而上、科学调动，有条不紊地
筑起长寿区疫情防控坚实防线。

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每天上午8
时，医院都会召开疫情防控工作研判
会，了解病人诊疗及收治情况以及当
日物资耗材使用、储备情况，并讨论布

置下一步工作。“只有了解了全院整体
情况，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更好地从全
局角度进行科学谋划，让各个临床科
室、各个职能部门高效联动，更好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该负责人表示。

积极救治
切实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当时报名进入隔离病房时，妈妈
觉得还是很危险的。”作为一名年轻医
生，3月20日刚结束院内救治任务的
该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陈莹
说，隔离病房虽然危险，但觉得“人生
不虚此行”。看到许多90后甚至95
后都主动报名前往武汉，也让陈莹更
加坚定了医者仁心的信念。

1月25日，按照市、区一级响应部
署，医院将感染科病区18间病房作为
独立收治新冠肺炎留观患者、疑似患
者和确诊患者区域，抽调全院内科系
统21名医师参与发热门诊、留观、确
诊患者和疑似患者的救治；护理部也
在第一时间抽调全院35名护理骨干
组建应急队伍，并将应急队伍分为三
个梯队，作为后备力量。

一边是人员保障，另一边则是积
极救治。医院先后组织专家组对医务

人员进行了6次专题培训，提高医务
人员防控意识和救治水平；临床工作
中，专家组根据国家卫健委诊疗方案，
及时调整更新诊治规范，并多次到隔
离病区现场会诊指导确诊病例的病情
评估、治疗方案调整、出院指征判断以
及出院后复查事项等。

据悉，此次疫情防控战中，长寿区
人民医院300多名医务工作者直接参
与到预检分诊、发热门诊、隔离病区等
新冠肺炎的定点救治工作中，全院上
下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此
外，医院还抽调30余名医务工作者全
面参与全区疫情防控工作，包括病毒
标本采集、核酸检测、流行病学调查、
高速路口设卡点体温测量、社区病例
筛查等。截至3月15日，该院专家组
组织院内会诊143例次，会诊确诊病
例20人次、疑似病例67人次，为医院
新冠肺炎患者的规范性诊断与治疗提
供了很好指导作用。

“面对医院下的死命令，我们做到
了‘零死亡’和医务人员‘零感染’，说
实话，还是很不容易。”作为一名拥有
20多年经验的医务老兵，医院感染科
副主任吴小兰直言“双零”来之不易，
是全院医务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据了解，长寿区人民医院作为我
市区县级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救治医

院，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
源、集中救治的要求，集合了全区呼
吸、感染、重症、影像、检验等专业的医
疗专家，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对病例
进行综合分析和诊治，实现了“零漏
诊”“零死亡”和医务人员“零感染”。

支援前线
挑起战“疫”一线救治大梁

“我们正在打包行李，马上就要回
来了。”3月25日，拨通长寿区人民医
院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领队付显芬
的电话，那头的她正在收拾行李，即将
凯旋归来。

时间回到一个月前。2月25日，
整合后的重庆市第十二批、第十四批
支援湖北医疗队入驻武汉市中心医院
后湖院区，先后负责该院区第12病
区、第14病区、第15病区3个重症病
区和ICU。作为重庆医疗队护理组副
组长，付显芬主动承担起重症监护室
护理组组长一职，带领117名护士接
管了重症监护室，负责整个院区重症
患者的护理。

重症患者病情危重、变化迅速，护
理工作难度大、强度大、风险高。但付
显芬和重症护理组迎难而上，以扎实

的基本功和高度的敬业精神，配合救
治组，让整个重庆医疗队交出了一份
满意的答卷——累计负责床位 132
张，管理患者146人，其中重型21人、
危重型28人，累计治愈出院86人，
ICU累计转入普通病区21人。

付显芬进入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
院区的前一天，往北100公里，她的同
事——长寿区人民医院第二批支援湖
北医疗队队长祝茂盛、队员王鹏等正
在孝昌县第一人民医院紧张地救治患
者。

“病情恶化，严重肾功能衰竭，呼
吸困难，要马上行深静脉穿刺置管才
行。”2月24日10时，一阵急促的脚步
声和交谈声在孝昌县第一人民医院内
响起。原来，该院收治了一例疑似新
冠肺炎患者，其有慢性肾病史，因胸闷
喘气7天来院就诊，病情危重。

紧急万分的情况下，医生们想到

了来自长寿区人民医院的医疗队专家
祝茂盛和王鹏，“或许他们有办法”。
接到求助电话后，祝茂盛和王鹏立即
赶到医院。由于医护人员要在全副武
装、层层包裹的情形下进行手术，一旦
护目镜起雾造成视线模糊，就有误穿
动脉的危险。该患者身体肥胖，体重
近100公斤，这更增加了操作难度。

面对困难，两人没有退缩，将患者
摆放好穿刺体位后，祝茂盛熟练地进
行消毒铺巾。局麻成功后，他又准确
进行解剖定位，确定好血管穿刺部位，
将血液净化导管置入深静脉，动作一
气呵成。凭着扎实基本功和精湛技
术，以及在王鹏的熟练配合下，祝茂盛
顺利完成了该院首例新冠肺炎疑似患
者深静脉穿刺置管术，及时为患者打
开了“生命通道”。

祝茂盛、王鹏对患者的救治，只是
长寿区人民医院援助孝感医疗队日常
工作的一个缩影。据悉，医院先后派
出两批共计6名医生赶赴孝感，涉及
心内科、院感科、肿瘤科、重症医学科、
老年病科和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6
人中，主任医师1名、副主任医师4
名，可谓是精兵强将。

“支援湖北疫情防控战中，我们
共派出三批医疗队共计34名医护人
员，分赴武汉和孝感参与救治，如今
已陆续返回。”乔正荣表示，目前国内
疫情虽然持续向好，但还没有结束，
全球疫情正在蔓延，要持续做好“外
防输入，内防扩散”工作。医院全力
以赴落实各项疫情防控举措，为大家
创建一个安全可靠、方便温馨的就医
环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

王祥 图片由长寿区人民医院提供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长寿
区人民医院科学谋划、精准施策，第
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在制度、人员
和设备保障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
以实际行动筑牢长寿区疫情防控战
线，以大爱仁心支援湖北疫情前线。

付显芬带

领医院护理团

队在武汉中心

医院重症监护

病房（ICU）开

展工作

医院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集结出征

祝茂盛在孝昌县第一人民医院为

首例新冠肺炎疑似患者做深静脉穿刺

置管术

喻秀群正在简易的猪圈里喂猪。 记者 罗芸 摄

本报讯 （记者 吴刚）3 月
3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税
务局召开的“减税费优服务 助复
产促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
市采取税收减、免、退、抵、缓、延等
多种方式，有力促进了企业复工达
产。

市税务局副局长周梁刚介绍，
减税方面，我市阶段性调低小规模
纳税人征收率，惠及全市10万余户
小规模纳税人。延期缴税方面，税

务部门已为全市受疫情影响不能按
期申报缴纳税款的1000余户纳税
人，办理延期缴纳税款；退税方面，
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全市
686户出口企业、365种出口商品
将受益，预计年内新增出口退税约
1.13亿元；帮助纳税人获取纳税信
用贷款方面，截至3月30日，通过

“银税互动”项目，全市金融机构共
授信企业3.4万户次，投放纳税信
用贷款27.2亿元。

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渝企复工达产

本报讯 （记者 周雨 实习
生 刘玉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战略将给江津带来哪些机遇？江津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如何找准
自己的定位、目标和路径？3月31
日，江津区举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专家座谈会，来自成都
市、泸州市、宜宾市和重庆市、江津
区等地的15名专家聚集一堂，积极
为江津“支招”。

四川省区域经济研究会会长
戴宾说，在重庆市的行政区范围
内，江津属独立型市辖区，本质上
是距重庆主城区距离最近的中等
城市。因此，江津在融入主城发展
上，应当扮演三个角色：一是承担，
成为重庆主城都市区某一或某些
功能的主要承载地和核心功能区；

二是共担，与重庆主城区共同担负
重庆主城都市区的某一功能，成为
重庆主城都市区该项经济功能的
重要承载地之一；三是分担，发挥
辅助作用，分担重庆主城都市区某
些方面的功能。

重庆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经
济研究所所长彭劲松建议，江津在
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上，
应立足自身突出优势，打好“协同融
合牌”“智能创新牌”“健康宜居牌”

“开放改革牌”等“4张牌”。其中，
在打好“协同融合牌”上，一是融入
重庆高新区、科学城，打造产业创新
中心；二是加强与泸州、宜宾等地的
航运体系协作，融入西部陆海新通
道建设，推进物流、金融、产业和贸
易一体化发展。

川渝专家为江津发展支招

扮演3个角色 打好“4张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