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公共资源交易整合改革初见成效
每年为财政和社会增收节支上百亿元

成交27268台 2019重庆车展平均每分钟卖9台车 未成年人患遗传代谢病
最高可获10000元救助

记者从市卫健委获悉，该委近日与中国
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签订协议，合作开
展“重庆市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
目”。凡我市患78种遗传代谢病的未成年人
且家庭贫困者，其从2015年 1月 1日之后产
生的医疗费都在救助范围，最高金额1万元。

救助病种主要包括生物素酶缺乏症等48
种多种遗传代谢串联质谱检测出的病种（氨基
酸、有机酸和脂肪酸三大类疾病），以及先天性
甲状腺疾病等30种其他遗传代谢病病种。市
卫健委表示，这78个救助病种名单仅供参考，
如有不在名单内，但实为遗传代谢病的，可交
由评审委员会决定是否纳入救助范围。

市卫健委特别提醒，该项目申请对象为
18周岁以下（含）、家庭经济困难、临床确诊
为遗传代谢性疾病的患儿。项目仅针对患儿
在2015年1月1日（含）至今产生的医疗费用
进行资助。获得第一次补助后，可申请第二
次补助。救助项目申请表由申请人法定监护
人负责填报，并保证所有资料的真实性和完
整性。

为期 7 天的 2019 重庆国际汽车展览会
（以下简称 2019重庆车展）于 6月 11日在重
庆悦来国际博览中心圆满收官。6月 12日，
记者从重庆车展组委会获悉，车展期间，各大
品牌纷纷抛出“探底价”，累计成交车辆达
27268台。

吸引50万观众逛展

作为西部地区最大的汽车专业展会，重庆
车展已成功举办20届。以“年轻化、智能化、
电动化”为主题的2019重庆车展，展示面积达
15万平方米，共吸引了国内外99个汽车品牌
参展，亮相车型达1000多款，其中全球、全国
及区域首发新车超过30款。

2019重庆车展将重庆潮流元素与汽车科
技、文化完美融合，通过现场展示的首发新
车、概念车、新能源车以及高科技装置、体验
装备，以及轮番登场的汽车文化主题活动，为
重庆市民带来了一场集汽车科技与文化魅力

于一体的汽车巅峰盛会。
在各大车商的卖力促销下，2019重庆车展

共吸引50万观众到场打望，各大品牌累计成交
车辆27268台。按每天8小时展览时间计算，
平均每分钟就有9台车被消费者领回家。

智能新科技成亮点

随着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
由概念逐步转入实际应用，越来越多汽车厂
商，纷纷将其视为未来汽车产业发展的方向。

2019重庆车展，众多汽车品牌均展出了

大量具有“智能化、电动化”概念的车型，不少
车企还推出了配置齐全的汽车智能系统和全
新的产品技术，更有汽车品牌将未来智能生
活场景搬到展馆现场，通过沉浸式的互动体
验，给观众直观展示汽车智能新趋势。

蔚来、SERES、威马、前途等造车新势力
也在2019重庆车展上集中亮相。各品牌展出
车型也已经从前几年的概念车，转而成为更
多与消费者见面的量产车型。

同时，正值“国五”、“国六”排放标准切换
期，为了满足消费者对“国六”标准车的购买
需求，奔驰、宝马、奥迪等一线豪华车品牌，一
汽－大众、上汽大众、别克、东风本田、雪佛兰
等合资品牌车企，长安、吉利、广汽传祺等自
主品牌，均携全系国六新车亮相。

在长安汽车展台上，搭载着蓝鲸NE动力
平台首款发动机——蓝鲸NE1.4T高压直喷发
动机的红色第二代逸动、CS35 PLUS 颇为

“吸睛”。全面领先国际一流品牌的数据指
标，让其收获了“地表最强1.4T”的赞誉。据
悉，逸动蓝鲸版、CS35 PLUS蓝鲸版将于今
年7月正式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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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展现场 受访者供图

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文化旅游委、市
交通局、市商务委、市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联合主
办，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重庆轨道传媒、都市热报
社共同承办的寻找“文明在行动·满意在重庆”岗
位服务明星展示活动正式进入投票环节，只需登
录都市热报厢遇APP，即可以为“吃、住、行、游、
购、娱”六类旅游服务行业推荐出的候选人投票，
综合市民投票结果，经行业专家评审，再由活动组
委会综合评判后，共同评选出120名旅游行业岗
位服务明星，成为重庆优质旅游服务“代言人”。

交通“明星”——陈怡
除夕夜驾驶轨道列车送乘客

在“满意在交通”投票环节中，美女司机陈怡
排在投票榜首。陈怡是轨道交通3号线列车司机，
每天凌晨四五点，很多人还在睡梦中时，她已经驾
驶着列车，开始一天的工作。

不足3平方米的驾驶室，是她的“舞台”。在列
车运行过程中，偶尔会遇到突发情况，她总能保持
冷静，在列车运行中，每次进出站都需要手指口
呼，一天工作下来，她至少挥动手臂两千次。

在工作中，陈怡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态
度，年轻的她曾在 2018 年获得轨道集团 2018 年
度安全先进个人等荣誉。今年的除夕夜，所有人
都在和家人团聚的时候，陈怡却没有回到家中，
而是一如往常地驾驶着列车平稳前行，将乘客平
安送达目的地。这已经是她在工作岗位上度过
的第3个除夕夜。当她驾驶着最后一班列车经过
江北机场站台时，看到仍然有很多乘客拖着行李
在等待着回家的列车，而她的工作，就是把乘客
带回温暖的家中。陈怡说，为乘客提供安全舒适

的服务，是她的服务准则。

景区“明星”——李良军
景区安保工作十年如一日

在重庆刘伯承同志纪念馆，有一位安保工作
人员，47岁的他每天都坚持提前1小时上班，检查
景区内的各项安全设施设备，排查安全隐患。下
班后，他都要加班监督值班人员的交接工作，保证
所有岗位都落实到位。遇到暴风雨等恶劣天气，
哪怕是半夜，他也要亲自赶到现场，和安保值夜人
员一起巡视，然后一直值守到第二天的天亮。

他就是47岁的李良军，是刘伯承同志纪念馆
的保卫科科长。一年四季，他总是穿梭在游客中
间，在2013年的一个严冬，李良军像往常一样在
景区内巡逻。突然，一阵喧闹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迅速赶到了现场，原来是几个小朋友在打闹时
有一个不小心被推入了景区内的消防水池里面。

就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李良军放下手机，
连鞋都顾不上脱就跳进了冰冷的池水中，将惊魂
未定的落水小孩托举出了水面。上岸后，他顾不
上自己换衣服，马上安排其他的工作人员给落水
的小孩换下了湿透的衣服，用自己的棉被将小孩
裹起来，并开着电烤炉给他加热。与此同时，他用
景区内的高音喇叭通知小孩的家人前来照顾小
孩。在安排好一切之后，他才请假回家换下了已
被湿透的衣服。事后，小孩家长特地前来答谢他，
他却拒收家长的礼物。“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小孩
子没事就好。”

在李良军对安保工作的严格管理和要求下，
刘伯承同志纪念馆和故居没有发生一起安全事
故，多次被评为消防安全先进单位。

住宿“明星”——朱柳
做好酒店展示的“第一窗口”

她叫朱柳，是重庆黔江隆鑫玫瑰酒店前厅部
工作人员。朱柳认为，作为一名酒店服务行业工
作人员，酒店就是客人们的“家外之家”。作为前
台工作人员，自己则是酒店的招牌和门面，是能展
示“酒店人”精神面貌的窗口。

“这里是顾客进来接触的第一个地方，也是顾
客离店时欢送的地方。前台服务质量的优劣将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宾客在酒店的全部心情和离店
之后的心理感受的好坏。”朱柳说。

前台工作并不简单，每天，朱柳都要接触着一
张张陌生的面孔。面对性格迥异的顾客，作为前
台工作人员，朱柳认为，自己必须具备及时调节心
态的强大能力，才能为来自天南地北的顾客提供
最贴心的服务。

工作9年有余，朱柳用真诚体贴的服务换来了
不少的回头客。2015年 6月，家住重庆主城的顾
客姚女士想为在黔江工作的男友制造一个生日惊
喜，姚女士来到前台和当天值班的朱柳进行沟通，
想找一个小厨房自己亲手做几样男朋友喜欢吃的
菜肴庆祝。

了解姚女士的情况后，朱柳考虑到酒店的厨
房提供给客人自己炒菜不符合后厨管理制度，但
是又不想辜负了客人如此用心的爱意，朱柳主动
提出把自己家的厨房借给姚女士，并在下班后，带
着姚女士去菜市场选购食材并回家烹饪，让姚女
士实现了为男友做菜的心愿。第二天，姚女士送
锦旗一幅到酒店表达深深的感谢之情。“心系客
户、以诚待人”锦旗上的八个字，正是朱柳工作9年
的服务理念。

如何参与投票

目前，全部286名重庆旅游岗
位服务明星候选人资料现已在厢
遇APP上全部展出，即日起可投
票，至6月30日截止。最后将根据
投票票数和综合评分，分别在“满
意在交通”“满意在住宿”“满意在
餐桌”“满意在娱乐”“满意在商铺”

“满意在景区”六大岗位上选出120
名旅游行业岗位服务明星。

如何为你支持的服务明星候选
人投票？下载都市热报厢遇APP
后，进入厢遇，点击首页下方“发
现”，选择“寻找岗位服务明星”进入
活动页面，即可为你喜爱的岗位服
务明星候选人投票，每人每天可投
十票。投票结果再由行业专家综合
评审，经大赛组委会确认无虚假信
息和网络刷票行为后，120名岗位服
务明星将全部由本次评选产生。

“文明在行动·满意在重庆”投票通道开启 快来投票

扫描二维码下载厢遇APP
为服务明星投票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
记者 孙琼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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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在重
庆联交所集团（重庆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举行的“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专题讲座上，联
交所集团相关负责
人透露，重庆公共资
源交易整合改革也
初见成效，每年为财
政和社会增收节支
上百亿元。

公共资源交易
从简单整合进入共享时代

公共采购行业专家、中国公共资源交
易跨区域合作联盟秘书长胡志敏表示，日
前，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指导意
见的通知》，这是中央层面第一次提出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整合。意见的出台，强化了
公共资源交易的顶层设计，明确了交易平
台主体地位，同时，首次将公共资源交易运
行纳入政府绩效考评，将引领未来公共资
源交易改革的方向。其次，意见提出的具
体举措，可以解决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平台
服务水平低与多头监管和监管缺位等三大

问题。此外，针对央企招标管
理、专家资源稀缺、中介管理、
数字证书（CA）全国互认、简化
交易流程和信息安全制度建设
等，意见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和
路径。

胡志敏介绍，近年来，我国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力度很
大，改革成效初显。截至 2017
年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市场从

4103 个整合为 1403 个，平台数量减少了
65%以上；全国范围内共取消各类收费项目
416个，降低收费标准105个，减免费用6.7
亿元；8个省（区、市）建立本行政区域统一
的综合评标专家库、10个省（区）实现公共
资源交易全流程电子化，15个省份开展了
远程异地评标评审。2018年全国公共资源
交易规模超30万亿元，约占国家GDP的三
分之一。

“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将从简单整合进入
共享时代。”胡志敏表示。

我市公共资源交易
整合改革初见成效

据悉，按照国务院相关规定，重庆市政
府已启动了公共资源交易整合改革工作，
整合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机电设备招投
标、土地及矿业权出让、国有产权交易五个
市级公共资源交易机构，成立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由重庆联交所集团承担相应职
责职能，在全国率先走出了“政府强监管、
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的路子。每年可
为财政和社会增收节支上百亿元。

重庆联交所集团方面介绍，目前整

合改革已经初见成效，今年初，重庆市级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统一服务场地已经正
式投用，平台所有服务事项实现了“一门
受理”、“一窗通办”，市场主体办事更省
心省力。此外，交易中心形成了 235 项
服务规范体系，让市场主体看得懂、社会
能监督。

针对部分难以到达交易中心现场或主
城外的市场主体，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还建成了覆盖全市的公共资源服务、交
易、监督平台，形成“云＋网＋端”的运行模
式，推动公共资源交易从依托有形市场向
以电子化市场为主转变。目前我市全流程
电子招投标交易及监督系统在30个区县已
完成部署，提高市场主体便利的同时，也降
低社会交易间接成本。

据悉，目前，重庆国有资产、矿业权、碳
排放权、排污权已全面实现网上交易。今
年1-5月，重庆联交所集团交易各类业务总
计5886宗，成交总金额1564.41亿元，接待
市场主体近 10.4 万余人次，保障评标专家
入场13075人次。高质高效保障了重庆轨
道交通5A线、交通4号线、重庆铁路口岸创
新中心（二期）等一批重点项目顺利完成开
评标工作。

公共资源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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