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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许多小微企业遭遇了客流和现

金流下降等影响，一些企业虽然业务不愁但受上
下游冲击资金周转也出现了困难。难题如何化
解？不用着急，建行重庆市分行心系小微，履行国
有大行责任与担当，全力以赴帮助小微企业解决
燃眉之急，重磅推出“交易快贷”“商户云贷”“收单
云贷”等普惠金融贷款系列产品，让小微企业、个
体工商户的资金需求“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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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加速推进，
不少餐饮店、零售店等商户开始正常营业。但也
面临不少现实考验，除了如租金、水电气、人工、原
材料等基本经营费用，为了防控疫情，还增加了像
口罩、消毒液这样的防疫支出，对于资金大多用于
生产经营流转的商户来说压力不小。对此，建行
推出了“商户云贷”专属信贷业务，如同及时雨帮
助商户解决了这一难题。

来自武隆区某食府的负责人张先生就是受益
人之一。作为建行武隆支行的对公结算客户，年
前他就计划开设分店，但因为疫情影响，这几个月
没有营业收入，资金出现了“缺口”，眼看扩大规模
的计划就要被耽搁了。

得知张先生的情况，建行客户经理向他推荐
了“商户云贷”。通过“建行惠懂你”APP，张先生
查询到企业的“商户云贷”额度有54.5万元，立刻
进行了申请，贷款立即到账，这让他有了底气开设
新店。资金难题得到解决后的张先生当起了“商户
云贷”的“推广大使”，在朋友圈向朋友们大力推荐。

据悉，“商户云贷”是建行面对商户客群专属
定制的低门槛贷款产品，依据贷款对象的不同，针
对经营实体和拥有经营实体的自然人，分别适用

“对公版”及“个人经营版”。单客信用额度高达
300万元，期限最长达一年，支持随借随还，1万元
贷款日息低至1.14元。

与此同时，为了顺应消费转型升级，建行还推
出了“收单云贷”。作为“小微快贷”旗下的纯线上
无抵押贷款；它主要面向经营持续稳定、收单记录
良好的POS收单商户，将收单记录转换为信用额
度，贷款额度高达200万元，自动申请，秒批秒贷，
利率低，随借随还，按日计息，真正做到了“单单
POS收，户户轻松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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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快贷交易快贷交易快贷”””助力防疫复工显真情助力防疫复工显真情助力防疫复工显真情

“建行‘交易快贷’真是好帮手，帮了我们全面
复产的大忙！”说这话的是重庆某制造有限公司的
老板方先生。疫情期间，公司下游医疗机构订单
不断增加。业务激增是好事，但无奈企业自有资
金不足，虽然企业已临时收款，但大多为银票，远
水解不了近渴。“医疗机构交货时间要求紧，我们
也想加班加点为疫情防控做贡献，但资金这道

‘坎’可把我们给难住了。”
此时，建行两江分行客户经理主动找到了方

先生，为其推荐了“交易快贷”产品。用网银就能
贷到款？方先生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情，将手里的
一张10万元额度的银票通过建行网银进行了质
押贷款，几分钟后10万元贷款就到了账上。看到
如此方便快捷，喜出望外的方先生将手里其余26
张银票合计808万余元做了申请，半小时内808
万元贷款到账，且成本十分优惠。资金难题解决
了，方先生的企业如约出货，不仅赢得了经济效
益，也为抗疫做出了贡献。

据了解，“交易快贷——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质
押贷款”是建行面向持有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的优
质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创新推出的全流程线
上贷款，单户贷款额度最高达3000万元，贷款期
限长达一年，随借随还。

另外，建行的“个体工商户经营快贷”“个体工
商户抵押快贷”“云义贷”等明星产品，也相续加入
到疫情期间帮扶小微企业的阵容中，为医疗机械、
零售、商贸流通、餐饮、物流、制造等小微企业分布
面较广的场景或行业提供着帮助。

据悉，建行重庆市分行将持续完善多层次立
体化的普惠金融产品体系，全方位满足不同客群
的个性化金融需求，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各
类普惠群体提供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苞谷是今早刚掰回来的，甜得很，要不要
来几个？”5月31日一大早，36岁的马华和妻子
王云娟就开始在自己的菜摊前忙碌，前来买菜
的，都是小区里的老熟人。

说是菜摊，实际上只是一块板子搭起的简
易摊位。没有招牌、没有价签，有的只是这对
80后夫妻的实诚。

凌晨4点赶回老家拉新鲜蔬菜

“这个苞谷又甜又糯，我给你选两个个头
小点的，你家孩子手拿着方便吃。”马华一边说
着，一边剥掉玉米外面的皮。

马华和妻子摆摊的地方，位于南岸区六公
里一大型小区内。妻子王云娟是一名裁缝，在
小区里经营着一家小小的裁缝店。

2年多前，家中添了二宝，夫妻俩寻思着
辛苦一点再做份小生意，让生活能过得好一
点。

在向物业申请后，夫妻俩在自家裁缝店外
的走廊上卖起了蔬菜。“我老家在巴南界石农
村，菜都是家里自己种的，很新鲜。”马华说，小
区附近也有大超市，但邻居们都愿意在他这里
买点小菜，图的就是方便、新鲜。

为了让邻居们买到新鲜的蔬菜，马华坚持
每天凌晨4点赶回界石家中拉菜。“家里老人起
来得早，他们帮忙摘菜，我回去后就一起洗菜、
打包，动作还要快，要赶在早高峰前回到小
区。”马华说。

靠着每天新鲜的菜品和方便的地理位置，
马华的菜摊一开就是两年多。

努力让孩子们过得好一点

每天卖菜有两个高峰，一是上午婆婆爷爷
们爱出来买菜，二是傍晚下班年轻人买菜。

为了让菜摊的生意更多，每天傍晚，妻子
就背着小背篓到小区另一个路口卖菜，裁缝店
外只留马华一人。

王云娟说，家里只有一个孩子时，夫妻俩
都做裁缝，生活还可以，也存钱在小区买了
房。二宝出生后，各种开销多了起来，压力明

显大了，“趁着还年轻再做点小生意，也让一家
人的生活更宽裕些。”

收摊后做好清洁不给邻居添麻烦

“我经常在这里买十几块的菜，老板零头
都不要。”“看到我提起肉，老板还拿几根蒜苗
送我。”……

说起这对卖菜夫妻，邻居们都好评不断。
靠着每天新鲜的菜品和良好的人缘，马华

的菜摊一开就是两年多。
马华说，在小区里摆摊，做的都是邻里的

生意，如果耍滑头、不真诚肯定不可能长久，所
以大家既是邻居也是朋友。

对于占道经营，附近的居民都很理解。住
在楼上的刘女士说，这对夫妻很爱干净，每天
摆完摊都要把清洁做干净。“菜品也新鲜，最主
要还是方便，下班在楼下买了菜就回家，不用
天天去大超市排队。”

“我们这个菜摊，一方面自己挣点小钱，另
一方面也为方便邻居。最大的前提就是不影
响大家，不给邻居们添麻烦。”马华说，每天收
摊，把卫生做好是基本的，也是应该的，同时也
要感谢邻居们的支持和帮助。“小本生意虽然
赚不到大钱，但是自己用双手赚的钱，很踏
实。”这对夫妻说。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瀚祥

美丽的山水、苍劲有力的古诗词、形
态各异的人物、活灵活现的鸟兽、一颦一
笑的人物……都被清晰可辨地烙在葫芦
上。5月31日午饭后，53岁的刘光红又拖
着丈夫来到北碚雄风广场的一处街角，做
起了自己的亏本烙画“生意”。

传承传统工艺
她上街“摆摊”免费教大家烙画

在刘光红摆摊的这条小巷中，还有不
少其他小商贩，钥匙扣、挂件、发饰、挎包
……大家的小“商业圈”给街道平添了几
分烟火气息。而在这其中，刘光红却做起
了不一样的“亏本生意”。

“老刘免费教我们在葫芦上烙画，很
有意思。”小巷附近的居民通过窗户就能
看到刘光红是否在“摆摊”。

搭两个凳子，铺上一块木板，然后带
上烙画的材料和工具，刘光红就开始了自
己的亏本“摆摊”。只要你喜欢这门烙画
手艺，北碚烙画传承人刘光红就会细致、
耐心地免费讲解并亲手教授。

刘光红告诉记者，烙画承载着传统工
艺记忆，是非物质文化瑰宝，通过作品的
展示和沟通，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种魅
力，大家亲手制作的“作品”成本不高，就
送给他们带回家作个纪念。

背后的故事
辞职创作烙画11年，开了工作室

“现在根本就停不下来，一直往这条
路走了下去。”专注爱好烙画11年的刘光
红，之前在企业上班，后来主动辞职，一心
扑在烙画创作上。

2009年，从小热爱绘画的刘光红，参
加了一次绘画展览，第一次了解到了烙画
（用烙铁在木头或纸上画画）。通过与专
业烙画人的交谈，刘光红对烙画产生了浓
厚兴趣，在得到家人的支持后，刘光红便
从企业辞了职，安心学起了烙画。由于绘
画基础扎实，善于变流，不久后，她便开起
了自己的烙画工作室。

几年前，丈夫余树元退休后，也主动
拜她为师，学起了烙画。现在，夫妻俩已
一起从事烙画创作4年了。

未来的期待
希望大街小巷布满各色传统文化

除了在木板上，刘光红还常常在葫芦
上创作烙画，“美丽的山水、苍劲有力的古
诗词、形态各异的人物、活灵活现的鸟兽
……都是我的创作题材，即使在花生大小
的葫芦上，我也能刻画得栩栩如生。”

“这是我们常见的亚腰葫芦，这是鸡
蛋葫芦，这是梨形葫芦，这是苹果葫芦
……”刘光红将各种各样的“葫芦娃”展示
给记者看。

刘光红未来的目标是，“能够在牛皮、
丝绢上创作烙画。”

刘光红说，最近听到总理点赞“地摊
经济”在稳就业保就业中的作用，她也希
望通过自己的方式，感受“地摊经济”。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松绑”地
摊经济，不仅让人们熟悉的烟火气又回来
了，更释放了更多就业机会。刘光红说，

“摆摊”的人有很多种，她的肩上扛着的是
“责任”，“希望在不影响生活的情况下，重
庆的大街小巷布满各色传统文化……”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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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实诚，邻里关系处得好……

凌晨4点回老家拉新鲜蔬菜
80后夫妻小区摆摊生意好

北碚烙画传承人刘光红上街“摆摊”
亏本教市民在葫芦上“画”烙画

刘光红在葫芦上创作的烙画。

刘光红在摊位前创作烙画。

刘光红创作的烙画惟妙惟肖。

马华在摊位前整理蔬菜。

声 明
一、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渝州分公

司是经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合法授权在
渝依法成立的企业，注册地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
湾51号16-7，自成立以来，我司从未委托或授
权任何第三方以集团公司名义承揽工程业务。

二、任何第三方，不得使用本公司名称或包含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字样从事经营业务。

三、望有关单位提高警惕，注意鉴别，未经
授权或冒充我司签订之一切合同或从事之经营
行为，我司概不承担任何责任。特此声明！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渝州分公司
2020年6月1日

成渝铁路重庆站至江津站段改造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现将《成渝铁路重庆站至江津站
段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
公示，以征求公众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
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1、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全文网络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Foq-GAQi6nLcjFhvCWRcdQ，
提取码：o6h1。2、纸质报告请至重庆铁路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查询。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次环境影响评
价过程中，广泛征询评价范围内及项目所在地公
众、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及关心该项目建设的
所有社会人士对本项目的意见和建议。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可填写生
态环境部发布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
见表》，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RV18ONb3452dtI2BbrbtAg，
提取码：fo2p。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
过以下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您对本项目实施过
程中和实施后有关的环保意见和建议。（1）直接致
电建设单位；（2）将意见邮寄至建设单位；（3）将
公众意见表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建设单位。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次征求公
众意见的期限为10个工作日，起止时间为2020
年05月26日至2020年06月08日。

六、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重庆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重庆市江北区金融街1号
联 系 人：许先生 联系电话：13668030201
邮 箱：7643824@qq.com

重庆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日

幸前渝从业资格证5001120020107009254遗失作废
杨光明从业资格证5001120030103006431遗失作废

关于恒福家园二期项目12#、13#楼
地下车库局部修改的公告

恒福家园二期业主及相关利害关系人：
该项目位于江津区白沙镇。现建设单位重庆恒福

置业有限公司申请对该项目二期12#、13#楼地下车库
进行局部修改，由我局对该项目竣工有关情况进行公
示，公示时间为2020年6月4日－2020年6月10日。

若有关利害关系人对该变更有意见和建议，请注
明身份（单位名称、机构代码证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个人姓名及身份证复印件）、联系电话和联系地址，在
2020年6月17日下午5点前将书面意见等相关证明涉
及其利害关系的材料邮寄或直接提交至重庆市江津区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逾期未提出的，视为自动放弃权
利并视为无意见。

该项目有关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期满之日起五个
工作日内向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出书面
听证申请和提交房产证（购房合同）等证明涉及其重大
利害关系的材料。逾期未提出的，视为自动放弃听证
权利和视为无意见。
联系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江津区鼎山街道元帅大道36号
邮编：402260联系人：冯老师 联系电话：47696971

2020年5月29日

声明：廖斌遗失工程师资格证，编号:NO:
011601131036（专业名称：工民建）,声明作废刊登

热线150231638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