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崔曜）1月 27
日，重庆市第81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举行。重庆日报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为进一步巩固
我市疫情防控成果，全市将广泛开展

“送温暖留心、强政策留岗、稳生产留
工、优服务留人”专项行动，鼓励和引
导市民与在渝外地员工留渝安心过
年。

严防疫情输入风险
倡导市民“少外出”“少流

动”“少活动”“少聚集”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新闻发
言人罗蔺在发布会上表示，当前，我市
疫情总体平稳，但还需严防疫情输入
风险。

春节期间，全市将严格落实“四
少”措施。市政府倡导市民非必要不
离渝，做到非必要不出境，做到“少外
出”。倡导在渝企业职工、党政机关工
作人员、学校学生等在本地过年，做到

“少流动”。各级政府引导广大市民减
少走亲访友、串门造访，做到“少活

动”。原则上不举办大规模聚集性会
议活动，不搞各种团拜会、茶话会、联
谊会等活动，做到“少聚集”。

罗蔺介绍说，对来自或途经国
内疫情高风险地区的来渝返渝人
员，一律实施14天集中隔离观察并
开展2次核酸检测；对来自或途经国
内中风险地区的来渝返渝人员，查
验 3日内核酸检测证明，无法提供
的，集中隔离14天并开展2次核酸
检测，能够提供阴性证明的，实施14
天社区健康管理。

在春运期间，即1月28日至3月
8日低风险地区返乡人员，需持7天内
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凭证或包含7天
内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通行码

“绿码”返乡。对返乡人员，社区要实
行台账管理。物防方面，落实进口冷
链食品全面预防性消毒和核酸检测，
持续强化对进口物品报备、口岸查验、
交通运输、消杀管理等全链条管控，阻
断病毒传播链条。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畔表示，
目前全市有资质的核酸检测机构198
家，全市最大日检测量可超60万人
份，可保障来渝返渝人员的核酸检测
需求。

“市民到医疗机构进行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时，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规
范佩戴医用口罩，注意手卫生，等候时

保持一米线距离。”李畔提醒说。

每人不低于300元
发“红包”支持企业引导外

地员工留渝过年

市人力社保局副局长谢辛在回答
记者提问时表示，市人力社保局将联
合有关部门对安排外地员工留渝过年
并发放不低于300元“留岗红包”的本
市各类企业，根据其在岗稳定就业和
参保缴费情况，采取“先发后补”方
式。按照每人300元的标准，由当地
政府部门给予企业一次性留工补贴，
每户企业最高30万元。

对安排市外户籍见习人员留渝
过年并发放不低于 300 元“留岗红
包”的本市就业见习基地，按照每人
300元的标准，由当地政府部门给予
见习基地一次性留渝见习生活费补
贴。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和见习基地，
配套资金，自行制定更高发放标准，
体现对留渝外地员工包括见习人员
的关爱。近期，重庆将出台这个政策
红包的发放流程。

同时，市人力社保局还将指导用
人单位做好外地员工留渝过年食宿等
后勤保障。比如，工作时间由用人单
位统一提供食宿的，原则上在春节期
间继续提供；未能提供食宿的用人单

位，可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

抓好农村地区疫情防控
确保春运和疫情防控“两不误”

市农业农村委总经济师黄君一在
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春节期间将抓
好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开展“家家户户
搞卫生、干干净净过新年·农村清洁
周”活动。同时，农村地区提倡“喜事
缓办、丧事简办、宴会不办、不办无事
宴”。

据了解，药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将作为疫情防控的“哨点”，严格落实

“村报告、乡镇采样、区县检测”制度。
村民发现有发热、咳嗽等可疑症状及
时按程序报告。农村地区严格控制庙
会、文艺演出、展销促销等活动，暂停
宗教活动场所聚集性活动。

市交通局总工程师朱文在发布会
上介绍说，今年春运和疫情防控将确
保“两不误”。为保障旅客乘车安全，
全市将强化疫情源头管控，机场、火车
站、汽车站、港口码头、高速路服务区
设有中高风险地区来渝旅客专用通
道；机场、火车站、汽车站、港口码头对
进站的旅客实施“实名制购票+体温
检查+健康码查验”。同时，考虑到春
运疫情管控，我市三峡游轮已经暂停
运营。

全市将广泛开展“送温暖留心、强政策留岗、稳生产留工、优服务留人”专项行动

外地员工留渝过年 300元“留岗红包”等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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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1月27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医疗保障局获
悉，即将在重庆落地执行的新冠病毒
检测配套耗材价格将大幅降价，其中
核酸提取试剂平均降幅67%，采样
器具平均降幅59%，将降低医疗机
构的运行成本压力。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新冠病毒抗体检测等医疗服务
项目价格不变。

去年5月和12月，重庆会同广
东等省市开展了新冠病毒检测试剂
及配套耗材联合带量采购。

通过联合带量采购，我市新冠病
毒检测试剂价格大幅降低，中选产品
价格与我市原有挂网价格相比，平均
降低84%左右，以我市病毒检测试
剂使用量测算，现在每月可节省试剂
费用约4000万元。

以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

品股份有限公司的一次性使用病毒
采样管为例，该产品在重庆市原销售
价格为 7.13 元/支，本次中标价为
3.55元/支，降幅达50%。按重庆市
首年采购配套耗材总量计算，预计可
节约采购费用0.84亿元。

受益于联合带量采购，去年重庆
市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最高限价
也由原260元/次调整为50元/次，
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测定最高限价由
原120元/项调整为25元/项。

为满足临床需要，全市开展新冠
病毒核酸和抗体检测的公立医疗机
构和疾控机构都可通过重庆药交平
台采购。同时，积极鼓励非公立医疗
机构和第三方检验机构通过平台集
采。截至目前，我市已有156家医疗
机构在平台累计采购新冠检测试剂
506万人份，总金额7370余万元。

联合带量采购降低耗材价格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降为50元/次

本报讯 （记者 黄乔）日前，市人
力社保局、市经济信息委、市民政局、市
财政局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
支持企业2021年春节期间稳岗留工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全市广泛
开展“送温暖留心、强政策留岗、稳生
产留工、优服务留人”专项行动，鼓励
引导在渝外地员工留渝安心过年。

《通知》具体有哪些“干货”？1月
27日，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进行
了解读。

据了解，除了发放“留岗红包”等
政策外，在减少本市外地员工流动方
面，重庆还采取了很多措施，为在渝外
地员工留渝安心过年准备了以下“新
年大礼包”。一、鼓励企业持续生产，

制定错峰放假和调休计划，以岗留工、
以薪留工。二、对于春节期间到岗工
作的员工，依照有关规定，按节假日
加班落实其薪酬待遇。三、鼓励企业
结合需要灵活安排员工在岗培训和
技能提升培训，按规定落实职业技能
培训补贴。四、强化实施重点企业用
工调度保障机制，支持阶段性用工需

求量较大的企业与生产不饱和、富余
员工较多的企业加强对接，开展用工
余缺调剂。五、开发一批消杀防疫、社
区服务等临时公益性岗位，过渡安置
难以通过市场渠道就业的登记失业城
乡劳动者。六、持续不间断开展线上
招聘活动，通过智能就业平台等渠道
广泛发布岗位信息。将节日期间留渝
求职的外来务工人员作为重点服务对
象，组织开展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等
公共就业服务活动，面向重点群体提
供至少1次职业指导、3个适合的岗
位信息、1个培训项目，帮助其提前
锁定就业岗位，促进其留渝就业。

我市13个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春节期间稳岗留工

六大措施促进外地人员留渝就业

本报讯 （记者 韩毅 实习
生 柏雨欣）1月27日，来自市文化
旅游委的消息，我市精选了铜梁龙
舞、梁平木版年画等8个非遗项目，
参加由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
产司主办的“文化进万家——视频直
播家乡年”活动，供“就地过年”的人
们一解乡愁。

该活动在抖音、快手、微博、酷
狗等网络平台，开设了“视频直播

家乡年”非遗春节活动专区，我市
精选了铜梁龙舞、梁平木版年画、
秀山花灯、彭水苗族民歌、黔江狮
舞龙舞、丰都龙河高台狮舞、江津
小彩龙舞、荣昌杀年猪习俗等8个
国家级和市级非遗项目，参加本次
活动。不仅如此，2月7日，彭水苗
族民歌还将参加由文化和旅游部
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组织的抖音专
场直播。

□本报记者 李珩

如何防控重大传染病？1月27
日，市卫生健康委公布了《重庆市重
大传染病防控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旨在积极预防控制重大传
染病可能对我市造成的公共卫生威
胁，指导和规范重大传染病防控工
作，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

扩大重点传染病监测网点

据了解，该方案适用于我市范围
内发生的重大传染病疫情，或市外、
境外发生的重大传染病有可能波及
我市的情形。

重大传染病，是指甲类传染病、
按甲类管理的乙类传染病、国内外新
发突发急性传染病。

对重大传染病来说，监测预警是
极其重要的环节。所以我市将强化
流感等重点传染病哨点监测，扩大重
点传染病监测网点；打通行业壁垒，
利用大数据信息化手段，建立医疗-
卫生信息一体化系统，完善人畜共患
疾病防控信息通报机制；建立多点触
发监测体系，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口
岸、机场码头、学校、工厂企业等重点
场所传染病监测；在连锁药店开展退
烧、止咳等药品销售情况监测；加强
农贸（集贸、海鲜）市场等重点场所相
关从业人员健康监测；鼓励公众通过

“12320”和政府公开电话、信箱等途
径反映疫情线索。

其中，将推广新冠肺炎防控经
验，实现医疗救治、流行病学调查、实
验室检测和重点人员行动轨迹等信
息互联互通。

在确认发生或预判发生特别重
大传染病，或事态严重暂时无法判定
传染病类型时，区县卫生健康委30
分钟内要先行电话报告本级党委、政
府以及市卫生健康委；1小时内报送
书面信息，随后每隔12小时至少报
送1次书面信息。区县政府、市卫生
健康委接报后，30分钟内电话报告
市委值班室、市政府总值班室，1小
时内书面报告，随后每隔12小时至
少报送1次书面信息，市卫生健康委
应同时向国家卫生健康委报告。

重大传染病流行病学调查
应在24小时内完成

疫情发生后，该如何处置？《方
案》也进行了规定。

重大传染病疫情发生后，卫生健
康部门要与公安、网信等部门密切合
作，综合运用公共卫生、大数据和智
能化手段，组织流行病学调查队伍，
及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追踪密切接
触者，对感染来源进行溯源调查。重
大传染病流行病学调查应在24小时
内完成。

与此同时，划定防控区域，疾
控机构、医疗机构开展重大传染病
病原学检测和基因测序。二级以
上医疗机构应具备开展病原学检
测能力。

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所涉区县
医疗机构要启动发热门诊或肠道门
诊，开展病例筛查。对密切接触者、
高风险人群开展隔离医学观察。

在患者救治上，统筹全市医疗资
源开展患者救治。各区县指定重大
传染病定点救治医院，按照“四集中”
原则，及时收治患者。

启动传染病日报告，及时
客观回应群众关切

重大传染病疫情发生后，按照
《方案》，全市将根据疾病传播途径，
在农贸市场、医疗机构、学校、餐饮服
务、动物养殖等重点场所开展环境监
测。并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开展
环境整治、灭蚊灭鼠、垃圾清理等，消
灭病原微生物或媒介生物孳生地，切
断传播途径。

在环境消毒和媒介生物控制方
面，组织社区、基层组织、第三方机
构，对疫点、疫区、可疑暴露场所开展
环境预防性消毒和终末消毒。

与航空、铁路、公交、航运等部门
密切合作，加强出入境人员、交通工
具、货物检疫查验和国境口岸卫生监
督，开展出入境人员健康筛查和健康
告知，防止疫情输入输出。

在信息报告与发布上，疫情发生
后即启动传染病日报告、零报告。统
一公开发布疫情和防控工作信息，及
时客观回应群众关切。

《重庆市重大传染病防控工作方案》公布

我市强化重点传染病哨点监测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2021
年春运今日拉开大幕，1月27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
重庆火车站了解到，今年春运全站预
计发送旅客520万人。

据了解，春运期间，重庆火车站全
站开行图定列车260.5对，其中重庆
西站开行112对，重庆北站开行139
对，重庆站开行8对，沙坪坝站开行

18对。
为了方便广大旅客购票，全站共

设置售票窗口339个，配置助核验闸
机120台，常态开设人工验证口17
个，合计开设验证通道137个，配置客
运安检仪66台。

重庆火车站完善重点服务，将根
据客流量动态调整售票、退票、改签窗
口数量，延长人工窗口开放时间。此
外，还将加强和地方的交通接驳。火
车站相关负责人介绍，每日19点前各
客运车间（重庆西及重庆北站每 4 小

时）将本站次日全天分时段到达人数
通报站区各交通单位，衔接相关单位
根据客流情况及时调配接驳运力。同
时对旅客到达高峰和大面积晚点等情
况进行预警，每小时到达人数超过
3000人或列车晚点至0点以后到达
时，车间向管委会或综管局预警，协调
公交、出租增加运力做好交通接续，有
序疏散旅客。

重庆火车站加强交通接驳 有序疏散旅客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今日，
为期40天的春运正式拉开序幕。重
庆日报记者1月27日从市交通局获
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预计今年春
运，全市交通运输旅客将大幅减少，发
送量约3482万人次，较2019年春运
相比下降31%。

据介绍，今年春运期间，我市将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要求，始终把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放在首位，坚持常态
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结
合，同时充分运用多种方式宣传引导
市民在本地过年，最大限度减少人员

大规模大范围流动。
据总体研判，受疫情影响，我市

交通运输客流量较往年将大幅下降，
全市旅客发送量 3482 万人次，较
2019年下降31%。其中：道路2400
万人次、下降30%；铁路790万人次、
下降26%；江北机场客运量222万人
次、下降17%，旅客吞吐量450万人
次、下降17%；水运70万人次，下降
54%。

“今年春运最大特点就是既要阻
断疫情传播，又要保障出行。”市交通
局表示，尽管客流总体下降，但中心城

区同周边区县之间，以及农村地区之
间等旅客出行需求依然旺盛，部分时
段可能出现运力不足、道路拥堵等情
况。”市交通局表示。

全市初步安排开行公路客运1.7
万辆、水路客船395艘、列车8500对、
航班3.63万架次、常规公交1.5万辆、
出租车（含网约车）9.3万辆、主城区轨
道交通270列。

来自重庆交通开投集团消息称，
今年春运期间，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将
加强调度，运用大数据分析预判，着
力强化多种运输方式有效衔接。针

对学生离校返校、春节放假等，将提
供“点对点、一站式”特需出行服务。
针对老、孕、病、残等行动不便乘客，
将在购票、安检、候乘等环节提供更
加人性化服务举措。同时，在江北机
场、重庆西站、重庆北站、沙坪坝站等
重点枢纽以及各大商圈等客流量较
大且集中的区域，及时准备公交机动
运力和轨道备用列车，随时做好应对
大客流准备。

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方宇表示，春运期间还将
重点关注近期新投用的重庆北站南
广场站，重庆西站轨道站点、5 号
线一期南段（石桥铺-跳磴）、轨道1
号线朝天门-小什字段、6号线支线
二期（悦来-沙河坝）等区域，将统筹
安排运力资源，确保乘客安全有序
疏运。

春运大幕今日正式拉开

全市旅客发送量预计将比2019年春运下降31%

防 控 疫 情 就 地 过 年

重庆8个非遗项目直播陪你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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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永川区双石镇机关志愿者在复
生桥村向村民宣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

特约摄影 陈仕川/视觉重庆

▲1月26日，沙坪坝区联芳街道一处建筑工
地，党员志愿者向工人们宣传就地过年。

特约摄影 孙凯芳/视觉重庆

▲1月27日，城口县修齐镇中心卫生院，返乡人员在集中检测点排队进行核酸检测。
首席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