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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更人性化

▶设计中优化男女厕位比例
▶有无障碍设施和第三卫生间的公厕共计1236座
▶部分公厕通过改造增加了电扇、空调、冰箱、微波

炉、更衣柜、医药箱等物品设备中心城区建成区公密度

达到4.31座/平方公里

重庆中心城区
拥有公厕

3540座

每万人（含暂住人口）
拥有公厕

4.25座

我市积极开展城市公厕“增量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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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晓静

11月19日是联合国确定的“世界厕所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局获悉，近
年来我市积极开展城市公厕“增量提质”，推
动城市公厕向“管理精细化、服务人性化、设
施智慧化、环境生态化”转型，到目前为止，我
市中心城区拥有公厕3540座，每万人（含暂
住人口）拥有公厕4.25座，中心城区建成区
公厕密度达到4.31座/平方公里。

在管理精细化方面，我市推行了公厕日
常管理“所长制”，明确公厕“分管责任、巡管
责任、执行责任”三级责任人体系，落实管理
责任，提升公厕管护水平；通过制定控制指标
和实操细则，把城市公厕管理运行涉及的各
项管理工作进行细化量化。比如九龙坡区编
制的《九龙坡区公厕规划建设管理导则》手
册，通过“十步法”将公厕管理常态化。

在服务人性化方面，我市在设计中优化
男女厕位比例，增设了无障碍设施和第三卫
生间（目前中心城区达到有无障碍设施和第
三卫生间的公厕共计1236座），还特别重视
环卫爱心驿站的配套建设。沙坪坝区电台
公厕实施改造前，女厕位只有6个，改造后
女厕位达到11个；大渡口区晋愉绿岛公厕，
专门采用了“Z”坡道设计解决坡地无障碍
通行问题；渝中区经纬大道公厕，通过改造
增加了电扇、空调、冰箱、微波炉、更衣柜、医
药箱等物品设备，进一步强化了环卫工人关
爱效果。

在设施智慧化方面，我市开发了智慧如
厕导航，通过多种渠道实现智慧“找公厕”功
能，方便市民尽快如厕、精准如厕。市民如厕
还可以通过人脸识别取纸，体验感应出水等
智慧化设备。

在环境生态化方面，我市一是应用装配
式建筑技术和微水循环技术，摆脱公厕建设
周期长的缺点和对城市供水污水管网的依
赖，形成“无上水、无下水、无基建、无排放、无
异味”的生态厕所；二是公厕建设与周边环境
相协调，打造创意公厕和立体绿化公厕，成为
城市的景观的一部分。比如九龙坡区机器人
公厕、照相机公厕和动物造型公厕等；江北区
区府下穿道立体绿化公厕、九龙坡区南北干
道立体绿化公厕等。

本报讯 （记者 王丽）11月 19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教育考试院获
悉，为顺利推进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
调整工作，2020年重庆市自学考试开
考专业已全部面向社会开放。依据开
考专业相关统计数据分析，结合学科及
专业类同性、相关专业办考情况等因
素，充分考虑在籍考生权益，重庆市将
停考630201金融管理（专科）等11个
专业，并拟定停考专业的过渡对应办
法。

据了解，自2021年4月考试报名
开 始 ，630201 金 融 管 理（专 科）、

630501国际贸易实务（专科）、540301
建筑工程技术（专科）、600202道路桥
梁工程技术（专科）、640105酒店管理
（专科）、610203计算机信息管理（专
科）、610202计算机网络技术（专科）、
610301通信技术（专科）、560702汽车
检测与维修技术（专科）、120801电子
商务（专升本）、340101教育管理（专升

本）等11个专业不再接受新生注册。
截止于2022年12月31日，上述11

个专业在籍考生可按原专业的课程设置
与学分要求继续报考。符合毕业条件
的，按原专业名称及要求办理毕业手续，
由原专业主考学校副署毕业证书。

自2023年4月考试开始，上述11
个专业不再安排其课程考试。

注意！重庆市自学考试这些专业将停考
包括金融管理（专科）等11个专业

停考专业课程
替代和过渡对照表

停考专业
过渡对照表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记者 李星婷

11月1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
理工大学获悉，该校“新能源汽车智能
检测与装备研究院”将落户西部（重庆）
科学城。这个项目是在重庆理工大学
教授石晓辉带队的测试技术研究所多
年的研究基础之上建立的。

近年来，在新能源汽车试验检测技
术及智能装备领域，该研究所曾获得重
庆市科学进步一等奖、中国汽车工业科
技进步一等奖等10多项奖励。

建立政产学研联合攻关创新模式

11月17日，在重庆理工大学新能
源汽车智能检测与装备创新基地（以
下简称创新基地），石晓辉带领的科研
团队正在调试一款动力总成测试装
置。

“团队现在有10多位教师、150余
名研究生，还有100多名企业工程师。”
石晓辉介绍，学校与长安、上汽、广汽等
多家企业联合攻关，一年可以出三四十
种技术产品。

借鉴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政
产学研联合攻关的创新模式，石晓辉牵
头组建了重庆清研理工创新中心。该
中心包括设立在学校内的清研理工创
业谷、高新区发展中试基地、位于科学
城的科技园，层层孵化创新团队和企
业。

这种模式成效显著。重庆清研理
工汽车检测公司、重庆清研理工汽车电

子技术有限公司等都是从创业谷孵化
出来的，目前已分别建成国内领先的新
能源汽车试验检测平台或汽车零部件
电磁兼容检测及分析服务平台等。

率先研发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

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领域，团队突
破了高速驱动与动态控制、智能诊断与
故障预测等系列关键技术。如在国内
率先研制出最高转速达到每分钟2万
转的新能源汽车高速试验台（以下简称
试验台）等高端装备，打破国外技术垄
断。

由于新能源汽车需要高速电驱动
系统，从10年多年前开始，团队就不断
进行技术攻关，将每分钟9000转的试
验台提升到每分钟16000转，再提升
到现在的每分钟2万转。

石晓辉介绍，高速试验台对系统的
响应速度、机械、电子等零部件都有很
高要求。团队的优势在于，学校教师与
企业工程师联手，先确定理论方向，再
按照技术路线突破；最后做成产品推向
市场，这就少走了弯路。

帮助企业解决“卡脖子”问题

目前，团队的成果已广泛应用于长
安、广汽、上汽等国内外60余家单位。
几年前，一家汽车企业为厂里20多条
生产线购买了国外的检测设备，但生产
线不能正常运行。

团队不仅加班加点攻关技术难题，
将设备调配好，还花了两三年时间，自
主研发出智能诊断和检测设备，取代了
国外产品。这一条国外检测设备的生
产线大约需要1500万元，团队研发的
设备只需要几百万元，为这家企业节约
了上亿元的资金。

据悉，该团队还和广汽、北汽等企
业合作，在自动变速器等领域，解决了
一些被国外“卡脖子”技术难题。石晓
辉表示，未来，重理工还将继续在新能
源汽车在线检测、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
网等方面做好研究和服务工作。

重庆理工大学：

研制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之⑩

石晓辉带领的团队在进行检测分析。 （重庆理工大学供图）

让市民“方便”更方便
——“世界厕所日”看重庆城市公厕精细化、人性化、智慧化、生态化转型

“满格电”加持“柚”迎丰收
“李总，隔老远就闻到你这柚子香味了，

看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啊。”11月16日，
初冬暖阳，国网长寿供电公司长寿湖供电所
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罗家华、李豪来到领封
镇焦邻合作社果园里检查线路，看到果园里
一颗颗沉甸甸、黄澄澄的柚子，一派丰收在
望的景象。

“今年的柚子又大又甜，水分足，根本不
愁销路。柚子丰收离不开你们优质的电力

服务啊。”焦邻合作社负责人迎上来说道。
邻封镇是全国优质柚生产示范基地，是

长寿柚主产地和核心示范区。经过多年的
精心培育，长寿沙田柚种植面积约5.3万亩，
投产面积约4.5万亩，预计总产量为4300万
个，年产值约3.2亿元。

种植柚子既增加了当地村民收入，也带动
了村域经济发展。而种植基地的用电是重中
之重，每当出现持续干旱天气时，长寿供电公
司党员服务队就及时帮柚子园架设电杆，架通
果园灌溉专用线路，安装电表、开关，水泵等，
以解柚子种植用电的后顾之忧。

“能有现在的收成离不开供电部门的全力
支持，无论白天黑夜，酷暑寒冬，只要有什么用
电问题，你们总是随叫随到，还常常帮我们义
务检查用电设备。有了‘满格电’，我们更有信
心带领村民共同奔小康。”提起优质供电服务，
邻封村党支部书记郑友谊感慨万千。

一个柚子，不但发展了经济，还促进了旅
游。在长寿区邻封镇，农旅融合奏出了乡村旅
游的华美乐章。 刘科研 王平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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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心系桑梓 勇担重任

兴业重庆分行积极开展普惠金融行动为企纾困

专注本源主业 服务提质增效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作为国
内小微金融服务的开创者、引领者，兴
业银行重庆分行通过稳定贷款投放、
降低贷款利率、实施减费让利、提升办
贷效率等措施，用“真金白银”为小微
企业注入“强心剂”。

该行直击小微企业融资痛点难
点，结合市场需求针对性推出“三板
贷”“兴业普惠贷”等专属小微信贷产
品，持续梳理优化普惠金融产品体系，
为企业纾困解难。

重庆云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
家从事集机动车检测设备、机动车检
测系统、机动车行业联网监管系统生
产研发等业务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新三板”）挂牌上市公司。当
前，企业处于成长的关键期，急需资金
扩大市场，但缺乏有效抵押担保措施，
难以获得银行融资。兴业银行重庆分
行通过“三板贷”业务，给予该企业500
万元信用免担保贷款，并给予优惠利
率3.85%，有效打通了中小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最后一公里”。

据了解，“三板贷”是兴业银行针
对“新三板”（拟）挂牌企业推出的信用
免担保贷款产品，最高授信金额可达
1000万元，旨在为“新三板”企业进一
步发展壮大注入强劲动力。

位于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大地生
物医药产业园区的重庆博利达医学科
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医学健康和生
物医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应用开发和
产业服务，集科研、临床检测和健康服
务于一体的医学生物科技公司。该公
司在产品开发阶段面临资金周转困
难，兴业银行重庆分行工作人员了解
到其困难后，向该公司负责人推荐了

“兴业普惠贷”。
很快，该公司就收到了350万元的

小微企业专属信贷产品“兴业普惠

贷”，给予企业优惠利率3.85%，并将抵
押物抵押率放大到8成，及时补充其经
营周转所需流动资金。

“兴业普惠贷”推出以来，广受好
评。其授信金额最高达1000万元，产
品期限灵活，流贷最长 3 年。截至
2020年10月，该产品已服务小微企业
150余家，批复贷款金额4.5亿元，完成
贷款投放2.2亿元。

此外，兴业银行重庆分行积极开
展“百行进万企”融资对接工作，对小
微企业全面对接走访。锁定有潜力、
有市场、有前景但尚未获得银行贷款
的民营、小微企业，多种方式深挖其信

贷需求，充分发挥银行造血功能，为重
庆的发展与腾飞贡献力量。

发力普惠金融 助力科技创新

针对科技创新行动，兴业银行重
庆分行加大对各类科技创新主体服
务，力争新兴产业融资余额与新兴产
业同期倍增，完善科创金融业务体系，
为科创客户提供股债贷一体化的金融
服务，同时强化金融科技创新，打造重
庆本地的标杆金融服务项目。

兴业银行与两江新区合作推出了
一款服务于科技型企业的贷款产品

——“科技成长贷款”。该产品适用于
两江新区范围内注册、纳税的科技型
企业，担保方式为信用免担保或知识
产权质押，授信金额最高可达2500万
元，而贷款利率最低至3.85%。值得
一提的是，政府给企业补贴一半利息，
补贴最高50万元。2020年以来，兴
业银行重庆分行已通过“科技成长贷
款”服务科技型企业23家，批复贷款
7610万元。

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小微企业、发
展普惠金融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
顺势而为的战略选择。今年以来，兴
业银行重庆分行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做
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要求，
认真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等
国家战略，把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助力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作为当前工作
的首要任务，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强化
组织领导，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为
重庆高质量发展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贡献了积极力量。

文图/武怡君

重庆云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的钰旻机动车检测站

今年以来，作为全国最早开展
小微金融服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兴业银行重庆分行积极践行普惠
金融，认真落实“六稳”“六保”政
策，围绕小微企业资产质量不高、
技术积累不足、抗风险能力弱等问
题，聚焦客户现实需求。充分发挥
其金融科技优势，持续推动金融产
品创新，不断增强小微金融综合化
服务能力，为小微企业健康稳定发
展注入了源源的金融活水。

◆ 兴业普惠贷

授信金额最高达 1000
万元，产品期限灵活，流贷最
长3年。

◆ 三板贷

兴业银行针对“新三板”
（拟）挂牌企业推出的信用免
担保贷款产品，最高授信金
额可达1000万元。

◆ 科技成长贷

信用免担保或知识产权
质押，授信金额最高2500万
元，贷款利率最低至 3.85%，
通过“科技成长贷”，政府还
可以给企业补贴一半利息，
补贴最高50万元。

金融产品创新
助力“六稳”“六保”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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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湾收音机造型创意公厕。 毛线沟机器人造型创意公厕。 （市城市管理局供图）

数据来源：市城市管理局 制图/丁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