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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在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上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记者 郭欣欣 李阳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析力

广告

重庆商报讯 昨日，市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召开。
在为期3天的会期里，常委会组成
人员将完成 9项议程，包括审议 5
项法规案。其中，将对《重庆市老
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草案）》进行三
次审议。此外，《重庆市气象灾害
防御条例（修订草案）》将于本周五
进行表决。

每年或将有
10天带薪护理假

昨日，备受市民关注的《重庆市
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草案）》提交大

会三次审议，在独生子女护理假、养
老护理人才的培育、老年人的社会优
待等方面做出了修改。

在独生子女对老年父母患病
住院治疗期间的护理假方面，条例
草案三审稿为增强规定的可执行
性，将每年给予十天护理假的条件
规定为了患病住院治疗期间需要
二级以上护理的情形，同时明确了
护理假期的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同时，在养老护理人才培育的
问题上，要求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人
员培养、使用和激励机制，人力社保
部门应当建立养老服务人员劳动报
酬指导价位定期发布制度，促进养老
服务人员劳动报酬合理增长。

此外，对于广泛关注的老年人

社会优待问题，条例草案三审稿还
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及社会公众
的意见，参考了外省市的做法，拟
将我市老年人免费乘坐城市公共
交通工具和免购门票进入公园、旅
游景区的年龄下限从现行的70周
岁降低至65周岁。不过，具体情况
还需进一步审议。

气象防灾中
表现突出或可获奖

《重庆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修订草案）》提交大会二次审议，
并将于本周五进行表决。与一审
稿相比，对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的职责上进行了进一步明

确。还做出了其他一些修改。
在明确职责方面，要求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开展
本行政区域内的气象灾害防御知
识宣传、应急联络、信息传递、灾情
报告和灾情调查等工作。

同时，在第六条中新增一款，
规定“对在气象灾害防御工作中做
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依照有
关法律、法规给予表彰和奖励。”

此外，区县人民政府和气象主管
机构的职能职责方面，条例修订草案
二审稿还删去了“区县一级政府和气
象主管机构开展气象灾害发生机理
和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预防、
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研究”的要求，相
关工作由市一级政府承担。

独生子女照顾患病父母或享10天带薪护理假
“老年人免费”年龄下限有望调至65岁

在联合技术服务了 32 年之久
的Tony Black（中文名：腾逸博）
是重庆的常客，在来重庆参加今年
的重庆市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
议前，他已多次来到重庆，对重庆
的高楼大厦和火锅印象尤深。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作为高
科技制造中心，奥的斯重庆工厂已
经成为展示城市发展面貌的典
范。他认为在重庆多种利好政策
的指导下，重庆将成为中国及全球
电梯行业开发新一代数字化服务
解决方案的理想之地。

奥的斯电梯遍布重庆

重庆最高建筑重庆环球金融中
心（WFC），所用的电梯正是式来自
奥的斯。“奥的斯代表了重庆。”高
度腾逸博说，2015年底建成的重庆
WFC，高达 339 米，迄今还是中国
西部地区已投入使用的第一高楼。

腾逸博介绍，2012 年，奥的斯
在重庆建厂，随后，重庆奥的斯工
厂不仅通过 ISO 的认证，获得了
LEED的金级认证，同时还通过了
联合技术的ACE金级认证。

作为全球知名的联合技术公司

旗下企业，奥的斯在重庆的布局远
不止于此。

“重庆是首批智慧城市试点城市
之一，联合技术公司很荣幸能够以智
能、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助力实现这一
愿景”。腾逸博举例介绍，重庆地铁
在建的5号线设计总长66公里，覆盖
全市内七大行政区，计划配备超过
200台高能效奥的斯电梯。

而奥的斯在重庆的工厂，有约
160 名员工。目前平均 3.5 分钟就
可以生产一部电梯，生产的电梯不
仅供应本地市场，也向海外出口。

在腾逸博看来，在促进经济发
展的过程中，重庆尤其擅长运用一
些极具创造力和创新性的战略。

“这正是联合技术所擅长的，也是
我们选择重庆作为重要投资地的
原因。”腾逸博说，他们会继续在重
庆投资，支持重庆的发展。

重庆企业应借力助升级

腾逸博说，联合技术公司的业
务发展与中国有着密切联系，其中
就包括在重庆的战略投资。中国正
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并把重
庆设为新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奥的斯的工厂选址重庆体现了
“跟着市场走”的战略。这一投资让
奥的斯、联合技术公司和重庆市都受

益匪浅。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重庆
一直都是奥的斯的重要市场。

“联合技术公司一直对在渝投
资予以高度重视。”腾逸博说，在重
庆政府的政策指导下，重庆将成为
中国及全球电梯行业开发新一代
数字化服务解决方案的理想之地。

作为实际领先的高端制造企业，
联合技术对重庆的制造业升级带来
了参考。事实上，在今年的市长顾问
年会中，如何以创新提升“重庆制造”
是年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腾逸博说，重庆作为全球闻名
的制造业基地，从传统制造向智能
制造升级是重大机遇，一些企业的
智能制造升级，不妨参照奥的斯重
庆工厂的经验。

腾逸博建议，重庆的产业升级，
一方面要有自身的技术支持，但企
业不一定要全部亲力亲为，应该找
到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借力使力。

他说，在联合技术内部，专门设立
了一个数字化部门，在内部被称之为

“加速器”，主要致力于研究数字化所需
要的技术，加速促进数字化，并给各个
业务单元提供相关的专业知识。

腾逸博说，为了建立全球化的
数字系统，奥的斯寻找到微软、美
国电报电话公司（AT&T）等技术领
先的合作伙伴，让一些一个企业难
以应对的问题得以解决。

会说普通话，喜爱中文典籍，
康明斯全球副总裁曹思德是老外
中少有的“中国通”。

“1986 年我就到过重庆，当时
还去了大足。”曹思德说他自己“已
经记不清到底来过重庆多少次”。
作为康明斯在华业务的主要奠基
人之一，他非常看好重庆未来的发
展潜力。

牵手渝企搞研发

“康明斯进入中国市场，第一
个合作方就在重庆。”曹思德告诉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康明斯
在全球共有三个大马力研发中心，
重庆就是其中之一。这座代表全
球领先水平的大马力发动机生产
线和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已经在两
江新区礼嘉动工投建，规模达400
亩，总投资2亿美元。

曹思德介绍说，大马力发动机
项目由康明斯公司与重庆机电集
团合资建设，生产线完工，短期预
计将实现年产值 10亿美元，远期
有望实现年产值 20亿美元，可满
足全球客户对大马力发动机等高
端装备产品的需求。同时，发动机

技术研发中心可进行大马力发动
机性能开发、可靠性研究和排放审
核等各种实验，研发能力位于世界
领先水平。

“联姻”本土大企业，形成战略
联盟，共同推动行业发展，这是康
明斯市场作战的“砝码”。作为最
早来华进行本地化生产的外资柴
油机企业，30 多年来康明斯已经
与包括东风汽车、陕汽集团和北汽
福田在内的中国商用车领先企业
组建了五家发动机合资厂，康明斯
二十四个发动机系列中已有十五
个在中国本地生产。2016年康明
斯在华销售额达 40亿美元，中国
区已经成为康明斯全球规模最大、
增长最快的海外市场。

以重庆为枢纽加快“走出去”

从业务构架来看，康明斯是最
早在华进行发动机本地化生产的
西方柴油机公司之一，1981 年康
明斯开始在重庆发动机厂许可证
生产发动机，1995 年康明斯第一
家中国合资发动机工厂在重庆成
立。到目前为止，康明斯在华总计
设有28家机构，包括15家独资和
合资企业，员工 10000 多名，生产
发动机、发电机组、交流发电机、滤
清系统、涡轮增压系统、后处理和

燃油系统等产品，康明斯在华服务
网络包括12家区域服务中心、5家
区域零件分拨中心，和 2000 多家
在华独资及合资企业授权经销商。

“重庆是康明斯的生产基地，
也是‘一带一路’线上的重要城
市。因此，康明斯的产品通过重
庆便利的交通条件，可更快捷出
口 到 俄 罗 斯 、中 东 、非 洲 等 国
家。而自贸试验区的建立，让康
明斯和其他中国和跨国企业的
产品能更好走出去，这也是重庆
不断吸引外贸的重要因素。”曹
思德表示，良好的政府环境，有
助于企业之间健康、公平竞争，
希望下一步能够更加重视知识
产权的保护。

昨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
我市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情况的报
告》提交大会审议。报告指出，重
庆将继续推动区县文化馆、图书
馆、博物馆达标建设，加快镇街、
村 社 综 合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中 心 建
设，在 50%乡镇建成固定放映厅。

报告提出，将切实满足人民群
众基本文化需求，加快推动公共文
化服务均衡协调发展，努力构建公
共文化服务共建共享大格局，加快
推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进一步强
化公共文化服务保障。其中包括，
继续推动区县文化馆、图书馆、博
物馆达标建设；加快镇街、村社综

合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到 2020
年实现全覆盖，50%的乡镇建成固
定放映厅，加快推进广播电视村村
通向户户通升级。

同时，还将深入实施文化脱贫
攻坚行动，以 18 个深度贫困乡镇为
脱贫攻坚重中之重，全面深化 14 个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文化脱贫
攻坚，支持贫困地区挖掘、开发、利
用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充实公共文
化服务内容，加大优秀公共文化资
源供给，到 2020 年，实现农村贫困
人口基本文化需求得到保障，文化
发展总体水平接近或达到全市平
均水平。

综合公共文化服务中心2020年全覆盖■相关

奥的斯服务业务全球总裁腾逸博：

重庆是数字化服务理想地
康明斯全球副总裁曹思德:

在渝建大马力发动机研发中心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记者 李阳 郭欣欣

■链接
康明斯公司

成立于 1919 年，康明斯是全
球动力领导者，产品线包括柴油
和代用燃料发动机、发动机关键
零部件（燃油系统、控制系统、进
气处理、滤清系统和尾气处理系
统）以及发电系统。康明斯通过
其在全球 1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 多家分销机构和 7400 多个经
销商网点向客户提供服务。康明
斯2016 年销售额为175 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