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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骏）9月8日，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重庆分中心、成
都分中心，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重庆
市分行四方通过在线网络签约的方式，
共同签署“关银一KEY通”川渝一体化
合作备忘录。这是全国首次实现“电子
口岸卡”业务跨关区通办。

据介绍，“关银一KEY通”川渝一
体化项目有三个创新点：

其一，重庆、成都海关通过数据分
中心系统互通，在全国首次实现了“电
子口岸卡”业务跨关区通办，两地企业
可根据业务需要自行选择在四川或重
庆地区办理包括制发“共享盾”、新增、
解锁、信息变更、证书更新等电子口岸

业务。
其二，创新引入银行第三方机构丰

富业务办理网点，企业可在川渝两地数
据分中心及建行合作代理网点办理电
子口岸业务，也可通过“中国电子口岸”
官网线上办理。“中心+网点，线上+线
下”多轨并行模式，便利了两地企业业
务办理。

其三，创新拓展“电子口岸卡”金融
属性。“关银一KEY通”推出“共享盾”，
实现企业持“电子口岸卡”既可以登录
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平台办理
海关业务，也可以登录建设银行企业网
上银行、跨境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企业
手机银行等办理金融业务，“一站式”满
足企业“电子口岸入网+线上金融”的
综合业务需求。

重庆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川渝两地共有2000余家企业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范围内存在跨区域进出
口业务办理需求，该项目实施后，可为
企业单次业务办理节约近1000元，业
务办理时间压缩2/3以上。

“关银一KEY通”川渝一体化项目正式启动
企业单次业务办理可节约近1000元，业务办理

时间压缩2/3以上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 崔曜）9
月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水利局了解
到，“2021年长江第1号洪水”“2021年
嘉陵江第2号洪水”已安全通过重庆，
目前重庆市内长江、嘉陵江各主要站点
均呈退水趋势。此轮洪水过境，重庆未
溃一堤、未垮一坝、未亡一人。市防汛
抗旱指挥部根据《重庆市防汛抗旱应急
预案》规定，经会商研判，决定于2021
年9月8日15时终止防汛Ⅱ级应急响
应。

据水文部门监测，9月8日15时，
嘉陵江东津沱站水位203.65米（吴淞

高程），低于警戒水位（206.50米）2.85
米；嘉陵江北碚（三）站水位187.66米
（黄海高程），低于警戒水位6.84 米；
嘉陵江磁器口站水位182.32米（吴淞
高程），低于警戒水位0.32米；长江寸
滩站水位179.73米（吴淞高程），低于
警戒水位（180.50米）0.77米，重庆中
心城区各主要站点均呈退水趋势。这
也标志着“2021 年长江第 1号洪水”

“2021年嘉陵江第2号洪水”安全通过
我市中心城区。市水利局按照有关规
定，经会商研判，于9月8日15时30分
终止水旱灾害防御Ⅱ级应急响应。

在此轮洪水过境重庆的过程中，市
水利局派出骨干专家组建工作组赴沙
坪坝、北碚等区检查指导过境洪水防御
工作，同时，加密水文监测预警预报，共
滚动发出长江、嘉陵江洪峰预报47站
次。为降低此轮洪水过境的影响，市水
利局还紧急请示长江水利委员会加强
三峡水库群联合调度，调度金沙江梯级
水库和嘉陵江上游亭子口水库降低出
库流量，调度三峡水库下泄流量从每秒
26200立方米加大至每秒28000立方
米等，减轻了洪水过境对重庆中心城区
的影响。

长江、嘉陵江洪水安全过境重庆未溃一堤、未垮一坝、未亡一人

水旱灾害防御Ⅱ级应急响应终止

□首席记者 龙丹梅

9月8日，已连日暴雨的巫溪县风
停雨住，但白鹿镇G541国道七蟒峡滑
坡体两侧仍拉着警戒线，维持交通管
制，地灾防治专业人员正在现场勘测。
两天前，这里出现山体滑坡，幸好当地
提前预警，及时转移群众，滑坡未造成
人员伤亡。

巫溪县是重庆市地质灾害多发、
易发、高发区县之一，每年雨季因崩
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的损
失巨大。

8月以来，巫溪县屡屡出现在全市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的高风险区域
中。特别是8月23日以来，巫溪县先后
出现5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发生地
质灾害87起，共转移受威胁群众297户
1070人，却没有出现一起因地质灾害造
成的人员伤亡。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汛前落实“四重”网格责任制
“织密”地质灾害群测群防

安全网

巫溪县地处四川盆地东部边缘，属
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地貌总体呈现为地
形强烈切割，境内崇山峻岭连绵不断，
高山峡谷悬崖陡壁随处可见，极易发生
地质灾害。该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
长李勇告诉记者，目前全县共有466个
入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受威胁群众
7619户4.6万余人。这些地质灾害隐
患点主要以中小型滑坡、危岩崩塌为
主，在每年5-9月的汛期，这些地灾隐
患点就像“悬在头上的利剑”。

“早在汛前，我们就以市级4支地
质队技术力量作支撑，落实地质队专
家、县级技术员、片区负责人、群测群防
员‘四重’网格责任制，组建了由522人
组成的联合防治和应急抢险队伍。”李勇
说，这确保了每一处地质灾害点都有专
人值守，都有专人指导灾后应急处置。

除了“人防”外，还利用技防手段，
在406处监测点安装了专业监测设备，
实现24小时不间断在线监测，一旦监
控参数超限，系统便自动报警。在汛前
排查、汛中巡查过程中，利用InSAR地
灾识别技术，还对疑似地质灾害隐患现
场进行“体检”。为保证安全，该县将近
3年新建农房周边、农村公路切坡等纳

入新增防治重点区域。
李勇说，在每一轮降雨来临前，县

规资局都要联动气象、应急、水利等部
门开展会商研判，确定重点防范区域，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在雨中，则根据实
时雨情及时对驻守地质队伍和重点乡
镇开展调度；在雨后，根据雨情，督促有
关乡镇（街道）组织力量开展雨后核查，
确保安全。

雨前及时预警
泥石流到来前紧急转移

134名群众

8月23日-9月6日，巫溪县出现5
次区域性暴雨天气工程，短短半个月
内，巫溪县气象局发布了18期预警信
号，其中暴雨预警11期。该县各乡镇提
前部署防灾工作，及时发现地灾隐患。

8月 29日，一夜暴雨后，徐家镇
G541国道窑湾村村办公室和红砖学
校处分别发生严重滑坡。“我们第一时
间转移了周边12户69名村民。”徐家
镇镇长崔道全告诉记者，窑湾村出现险
情后，该镇紧急通知所有镇村干部、群
测群防员到其余地质灾害隐患点查看，
并通知当地村民加强防范，如发现险情
及时上报。

8月30日上午8点，高洪村四组
村民杨洪强和方德元忽然发现房屋一
侧的一条山沟没水了。那几天都在下
雨，山沟内的水却突然没了，他们觉得
有蹊跷。联想起头一天村干部的预
警，两人决定上山查看。这一看吓了
一跳，山沟上部出现了垮塌，堵塞了原
本正在流水的山沟，他们赶紧将这一
险情上报。接到险情后，徐家镇干部
和 208 地质队驻守队员赶往现场踏
勘，判断这处原本不是地质灾害隐患
点的区域很可能发生泥石流，立即划
定了泥石流威胁范围。

“9点10分左右，我们开始组织人
员撤离。”崔道全说，在不到1个小时的
时间里，共撤离了56户134人。9点50
分左右，泥石流开始冲出前缘沟口滚滚
而下，所经之地房屋从眼前消失……

这次泥石流造成4栋房屋垮塌，部
分房屋严重受损，由于撤离及时，未造
成人员伤亡。

雨后不放松警惕
这处岩崩路段11天后再次

崩塌

8月26日上午，连日降雨造成白
鹿镇G541国道七蟒峡处内侧岩石垮

塌，阻断了公路。
“当时岩石垮塌量并不大，约30立

方米左右，但已造成了交通阻断。”白鹿
镇党委书记陈永鑫告诉记者，白鹿镇立
刻组织人员在滑坡体两侧拉起警戒线，
24小时值守，并通知208地质队员前
往踏勘，划定了崩塌危险区范围。

这一值守就是11天。降雨停止
后，考虑到当地居民的出行需求，当地
也曾试着抢通道路，恢复交通，但抢通
过程中又有山石落下，当地只得在地质
队员指导下，继续维持交通管制，由党
员干部引导群众从小路通过。

9月 6日凌晨，当地又是一夜暴
雨。考虑到连续强降雨后，山体已吸收
了较多水分，土体饱和、重量增加，容易
引发滑坡、崩塌等灾害，当地紧急扩大
管制范围，疏散了管制范围内的村民。
上午9时30分，“轰隆隆……”崩塌处
再次滑坡，滚滚山石倾泻而下。由于当
地持续多日的严格管制，此次滑坡未造
成人员伤亡。

汛期还未结束，地灾仍需防范。李
勇介绍，下一步，巫溪将继续排查地灾
隐患，完善“技防+人防”相结合的“四
重”网格体系，严防死守确保群众生命
安全。

半个月遭遇5场强降雨、87起地质灾害

“技防+人防”巫溪做到“零伤亡”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9月 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委宣传部获悉，
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文明办
主办，今日重庆杂志社、今日重庆传媒
集团、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承办的第
七届“爱·重庆”微电影大赛正式启动，
正面向全国公开征集优秀微电影作品
及剧本。

“爱·重庆”微电影大赛于2012年
开启，截至目前已成功举办6届，共征
集到来自全国的参赛作品 2200 余
部。其中不少优秀作品被推荐参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征集
活动，斩获了包括一等奖在内的多个
奖项。

第七届“爱·重庆”微电影大赛征集
主题要求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聚焦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突出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

奋斗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通过创作微
电影，用小故事阐释大道理，用小切口
展现大主题，用小人物折射大时代，积
极传递社会正能量，大力弘扬社会新风
尚，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
量。本次大赛征集作品时长分为15分
钟、5分钟、2分钟三类，涵盖剧情微电
影、纪实微电影（真实演绎）、动漫微电
影、专题片、纪录片等多种体裁。

此外，本次大赛设有一等奖2部、
二等奖3部、三等奖5部、优秀作品奖
10部，以及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
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各1名，组织奖若
干；同时面向全国各高校在校学生设立
特别奖项，征集“优秀微电影剧本和成
片”，设优秀微电影成片10部、优秀微
电影剧本5部，入围奖若干。参赛作品
须在2021年10月20日前邮寄至大赛
组委会办公室，具体信息可登录今日重
庆网（http://www.jrcq.cn）查看。

第七届“爱·重庆”微电影大赛启动
面向全国征集优秀微电影作品及剧本

乐趣“加码”快意出行

全新别克威朗Pro蓄势待发
作为别克汇聚全球优势资源打造

的新一代战略车型，即将于9月10日
正式上市的“高品质动感家轿”全新威
朗Pro备受瞩目。通过对别克“雕塑
美学”DNA的全新演绎，全新威朗Pro
不仅将潮流动感外观与越级舒适空间
完美统一，并首次搭载全面革新的通
用汽车第八代Ecotec全新1.5T发动
机，配备双10.25吋联屏和最新迭代的
别克eConnect 3.0智能互联科技，为
彰显个性、追求生活品质的年轻消费
者带来乐趣“加码”的快意出行。

乐享动感设计
沿袭别克家族化设计语言，全新

威朗Pro独特的飞翼式格栅贯穿展翼
式大灯，令格栅饰条与LED日间行车
灯一体相连，延展了前脸的视觉宽
度；黑色格栅网格与高亮镀铬装饰的

“撞色”设计让档次感显著提升；全系
标配展翼式远近光一体LED大灯，在
让别克“回旋镖”更为鲜明的同时，更
为新车注入强大气场。

全新威朗Pro拥有匀称流畅的
车身比例，尺寸为 4664×1786×
1472mm，既保持了别克一贯的大气
优雅，也不失作为动感家轿的灵动矫
健。从侧面观赏，通过长发动机盖、
溜背式车顶、一体式尾翼勾勒出流畅
的车体轮廓，配合全新演绎的双掠峰
腰身特征线，让轻盈灵动的身姿呼之
欲出。

乐享科技座舱
全新威朗Pro采用展翼环抱式内

饰风格，大气优雅的线条从中控区域
向两侧车门延展，提升了座舱整体的
视觉宽度；新车采用充满运动感的三
幅平底式多功能方向盘，配备3D包
裹式座椅，能够瞬间“唤醒”驾驶欲
望。

潮流之上，科技加持。全新威朗
Pro配备双10.25吋全液晶仪表及中
控联屏。其中，仪表屏不仅支持诸多
驾驶功能的设置，还可全屏显示地图
信息；中控屏采用全新的扁平化UI交
互系统，卡片式交互界面带来简便快
捷的操作体验，并支持界面个性化管
理、多应用场景智能分屏等扩展功
能。此外，双屏更支持联动显示，媒
体、电话及导航等信息能够在中控屏
与仪表屏上实现同步，充分满足数字
化时代年轻用户对人机交互高精度、

高效率以及高智能的需求。

乐享互联生态
洞察新生代消费者“时刻在线”的

需求，全新威朗Pro打造了内容丰富、
潮流有趣的“人·车·生活”互联生态。
新车车机支持一体化音源功能及随心
听APP，并提供酷我在线音乐、听伴在
线电台、ZAKER在线新闻、喜马拉雅
有声书等在内的大量音频资源，无论日
常独自出行还是假日组团旅行，都有最
新鲜的内容丰富车内乘员的娱乐时光。

同时，全新威朗Pro还支持Ap-
ple CarPlay 和百度CarLife 手机映
射功能，并配备新一代OnStar安吉
星全时在线助理，其涵盖5大类50多
项主要服务，包括强大的车辆远程控
制功能，以及提供每年100G OnStar
安吉星车联应用终身免费流量服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全新威朗
Pro将率先搭载更性能、更智能、更安
静的通用汽车第八代 Ecotec 全新
1.5T发动机，配合CVT智能无级变
速箱，新车百公里加速时间仅需7.7
秒，整车综合工况百公里油耗低至
5.95L，带来更高性能、更节油环保、更
富驾驶乐趣的用车体验。

9月10日，全新威朗Pro将携威朗
Pro GS快乐上市，以突破性的产品实
力刷新高档中级轿车出行体验，彰显别
克全新高档中级轿车的不凡魅力与智
能科技。目前，全新威朗Pro系列已开
启预售，提前下定的消费者可享受别克
专门奉上的多重惊喜福利。 廖咏雪

（上接1版）
“有问题，但不知该找哪个部门解

决，曾是项目建设中的普遍痛点。”江津
区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解决
这一痛点，江津成立工作专班，形成项
目业主、项目责任单位、配合单位的责
任链条，全区19个项目责任单位深入
项目建设现场，及时了解并协调解决卡
点问题，做好项目用地、征地、资金等要
素保障。

在专项行动推动下，江津年产50
万吨光能材料项目和年产8吉瓦光伏
封装材料及制品项目实现签约后5个
月内开工建设的目标，1至8月投资进
度达86%以上。在专项行动的驱动下，
1至8月江津全区21个市级重大项目
完成投资44.4亿元。

缺资金，会导致项目建设“缺血”。
专项行动实施以来，有关单位多渠道筹
措资金保障重大项目建设需求，建设银
行重庆分行聚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发挥其基
础设施领域优势，牵头组建渝武扩能、
铜安、江泸北线三个高速项目236亿元
银团贷款，全力支持我市重大基建项目
建设。

巴南区未雨绸缪，每年安排5000
万元以上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支持
项目开展前期工作。今年以来，已累计
向上争取债券资金、中央及市级补助资
金约16亿元。

巴南区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巴南多渠道筹
资，8月到位资金2.5亿元，为重大项目
顺利开工提供有力保障。同时探索投
融资模式创新，推动一品河和黄溪河

清水绿岸治理提升 PPP 项目开工建
设。

资金到位，措施也要到位。巴南分
行业、分领域、分项目加强督查调度，大
力实施重点项目“红黑榜”激励机制，促
进在建项目投资放量，新开工项目提速
建设，切实形成有效投资。1-8月巴南
全区24个市级重大建设项目完成投资
39.1亿元。

同步建设水、电、气、通讯、路网
项目设施配套更完善

水、电、气、通讯、路网等基础配套
设施，看似普通，却关系着重大项目建
设是否顺畅。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区
县结合优化营商环境，优先做好配套建
设，完善基础设施。

例如，渝中区推出创新举措，对标
全区目标任务，建立项目专班跟踪服
务，并协调电力、燃气、通信等运营企业
现场办公，确定合理施工顺序和技术标
准，有效解决线路权属不明、强弱电施
工相互影响等难题，加快城市有机更新
等重点项目建设。

渝中区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专项行动的推动下，该区牵头
的19个市级重大建设项目，1至 8月
已完成投资 25.9 亿元，投资进度达
80.9%。

对布局在区内的市级重大项目，
渝中区也多方协调。目前，大田湾体
育场保护与利用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
经过半。为了保证该项目建成后能及
时投用，该区积极推进配套建设大田
湾片区市政工程项目，即将启动全面
施工。

调度引领、督查推动、审计跟
进“三合一”

重大项目调度机制更强化

卡点问题解决效果如何，需要多方
验证。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我市不断强
化调度引领、督查推动、审计跟进的“三
合一”机制，狠抓不同部门、不同区域、
不同层级重大项目工作协调、责任落实
和督查考核，有力推动项目调度制度
化、常态化、专项化。

专项行动中，市政府督查办重点督
查督办铁路、轨道交通、城市路桥隧、两
江四岸提升等百项重点关注项目。为
确保项目建设进度，多次召开专题督办
会，牵头研究和解决项目遇到的资金、
征地和各类管线迁移等难题。

7月以来，市政府督查办还将各区
县提出的需要市级层面协调解决的28
个问题纳入专项行动督办事项，每周督
办问效。目前，首批14个卡点难点问
题已经得到及时解决，有效保障了重大
项目顺利实施。得益于常态化督查督
办，1—8月，百项重点关注项目进展良
好，完成投资 801.7 亿元，投资进度
68.7%。

下一步，全市各级各部门将全面贯
彻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
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聚焦今年
下半年明年上半年这个关键期，聚焦工
业特别是制造业等关键领域，聚焦亿元
以上重大项目，持续深化“抓项目稳投
资”专项行动，通过抓实项目“进度表”、
打好稳投资“组合拳”，扩大有效投资，
增加现实产出，努力推动全市经济加快
恢复性增长。

徐家镇高洪村8月30日发生泥石流后，当地迅速组织抢险工作。 （巫溪县徐家镇镇政府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