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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韩毅）9月23日，我
市首个城市露天公园式温泉博物馆——重
庆露天温泉博物馆，在融汇温泉小镇建成
投运，将向市民免费开放。其不仅填补了

国内空白，对宣传重庆温泉历史文化、促进
温泉康养发展也有积极意义。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采访获悉，该博
物馆分世界温泉、重庆温泉、温泉知识、温

泉疗养、温泉体验区五大板块，通过文图、
实景展示，向游客介绍世界及重庆温泉的
历史、分布和类别，以及泡温泉注意事项、
温泉疗养功用等知识。

该博物馆还直接把富含硫酸钙镁泉质
的温泉水引入浴手、浴足体验区，供游客零
距离体验泡温泉的惬意。

我市首个城市露天温泉博物馆建成

本报讯 （记者 韩毅）9月23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第三届“世界温泉之都”重庆
温泉旅游节启动仪式上获悉，国庆、中秋长
假，我市九区县的温泉企业推出了多项活
动和惠民措施，让游客体验“泡汤”乐趣。

泽胜旅游温泉城，国庆期间将举行“快
乐家庭”靓照点赞赢好礼、“寻宝送祝福”、

游客自制月饼等活动，门票现金购买8.8折
优惠，5人成团7.8折优惠；沙溪温泉，国庆
期间散客9折优惠（43元／人），家庭组团
（两大一小，儿童1.5m以下）99元。

即日起至12月31日，三峰泉温泉酒店
10人以上团队购温泉门票55元／张（原价
68元／张）；航空温泉酒店温泉美团网购门

票38元／张，现场购票48元／张（原价68
元／张）；南泉公园温泉会所温泉门票100
元／2张（原价176元），旱地雪橇套票100
元／2张（原价196元），但10月1日至6日
不能使用；上邦璞石温泉门票98元／人
（原价138元／人）；龙温泉度假酒店门票
58元／位（挂牌价128元／位），每周三特
价35元／位。

金佛山西坡温泉10月中旬至12月中
旬将开展网络抢购1万张特价门票活动。

国庆黄金周我市各温泉景区优惠多

9 月 23 日，万盛经开区关
坝镇一家庭农场内，游客来到
梨园体验采果乐趣，不时还掏
出手机拍几张美图上传网络
秀一秀。

近年来，当地政府积极引
导果农发展乡村游、开办农家
乐等项目，带动了大批农户增
收。

通 讯 员 曹 永 龙 陈
劲 摄影报道

秋日果园
采摘乐

本报讯 （记者 何清平）国
庆、中秋节即将到来，荣昌区纪委
近日集中通报了6起违规违纪的
典型问题，包括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

和腐败、“踢皮球”“中梗阻”及乱作
为3类问题，8人受到处理。

其中，1名区管正职领导干部
因违反政治纪律、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受
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
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处理。其余7人涉及违规发
放补贴、虚报冒领、收受好处费等

问题，分别受到诫勉谈话、严重警
告、免职等处理。

该区纪委负责人表示，每逢
重要时间节点，该区都会通过区
纪委“棠城清风”微信公众号、区
电视台等媒体，集中通报一批查
处的违规违纪典型案例。

除了通报曝光，该区还通过
在媒体重申纪律要求、群发手机
廉政提醒短信、在城区LED屏滚
动播出廉洁过节监督举报方式、
联合媒体明察暗访作风情况等常
态化宣传方式，持续释放违纪必
究、执纪必严的信号，形成强烈震
慑效果。

在国庆、中秋即将到来之际

荣昌通报6起违规违纪典型案例

本报讯 （记者 陈钧 杨骏）9月23
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存荣，市委常
委、副市长陈绿平，副市长刘桂平分别会
见了出席第十二届重庆市市长国际经济
顾问团年会的部分嘉宾，就投资、合作等
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交流。

吴存荣分别会见了嘉士伯集团首席
执行官郝瀚思、惠普公司亚太及日本地区
总裁理查德·贝利。他表示，重庆经济持
续健康，连续几年GDP增速位居全国前
列。同时，重庆正大力打造内陆开放高
地，构建东向、西向、南向三条国际物流大

通道及江北国际机场客货航空枢纽，从内
陆腹地向开放前沿转变。希望更多世界
500强企业能够关注重庆，加大对重庆的
投资。

陈绿平分别会见了联合技术公司奥
的斯服务总裁腾逸博、奥特斯集团监事会
主席安德罗施。陈绿平介绍了重庆经济
社会发展特别是两江新区建设发展情

况。他表示，两江新区是国家级新区，具
有良好的产业和投资环境，希望世界500
强企业能够把更多的产品与人才引入两
江新区。

刘桂平分别会见了英国石油公司
（BP）中国区总裁兼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杨筱萍、ENGIE中国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夏澜、康明斯集团全球副总裁曹思
德、野村控股中国委员会主席饭山俊康。

嘉宾们均表示，重庆发展势头喜人，
发展潜力巨大。下一步，将根据市场规
划，加强与重庆的合作。

吴存荣、陈绿平、刘桂平分别会见
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年会部分嘉宾

9月21日，在位于两江新区的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重庆
一工厂，本届市长顾问团年会官方指定用车——长安福特金牛
座交付使用。

当日，重庆市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议第十二届年会
官方指定用车交车仪式举行，福特金牛座成为官方用车。
长安福特提供的 42 台 2017 款福特金牛座 EcoBoost 325 V6
LTD 限量版车型，将成为本届市长顾问团年会上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 记者 张锦辉 杨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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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年会顾问团嘉宾名单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9月23日，
市长张国清会见了来渝出席重庆市市长
国际经济顾问团会议第十二届年会的福
特集团执行副总裁吉姆·法利一行。

张国清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陈敏
尔书记，欢迎吉姆·法利顾问出席年会，
感谢福特集团多年来为重庆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的贡献。重庆处于西部大开发重
要战略支点、“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

联结点上，区位优势明显，发展空间大，
正努力建成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和口岸高
地，建成内陆开放高地。希望福特集团进
一步加强与重庆的合作，在重庆汽车产业
转型升级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不断
提高产品附加值，加大智能化和新能源汽
车研发力度。加快推进林肯SUV车型国
产，以及引入更多全新车型，推动整车出
口生产准备工作。希望福特集团能够提

升本土产品开发能力，早日实现整车开发
能力，重庆将提供人才引进等相关政策支
持。

吉姆·法利说，重庆取得的发展成就
令人振奋，重庆已成为福特集团美国总部
以外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产业基地。福
特以重庆为家，对在渝发展充满信心，将
在重庆布局多功能汽车、新能源汽车等高
端车型，并将进一步加强对汽车智能化和

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布局力度，将福特未
来的智能汽车与重庆城市运营系统相结
合进行探索研究，不断深化拓展与重庆的
务实合作。

福特集团副总裁傅礼德、福特（中国）
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罗冠宏，市
委常委、副市长，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陈绿平，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会见。

张国清会见福特集团执行副总裁吉姆·法利一行

9月23日，市商务委员会与ABB（中
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ABB）签署《战略
合作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约
定将在工业、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领域
开展全面合作，进一步支持重庆市“十三
五”规划的实施，支持重庆在“一带一路”
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以及西部大开发战
略中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ABB是全球电气产品、机器人及运动
控制、工业自动化和电网领域的领军企
业，为何会再次“加码”重庆？

两个大工厂都要升级

ABB目前在重庆有两个大工厂：一
个是1998年成立的重庆ABB变压器有
限公司，是目前ABB集团全球最大的变
压器制造公司；另一个，是重庆ABB江津
涡轮增压系统有限公司，是ABB集团全
球第二大涡轮增压器生产基地，也是其唯
一生产中小型低速机用涡轮增压器的制
造中心。

ABB集团电网事业部总裁方秦表示，
在备忘录签署后，ABB将对这两个大工厂
进行升级改造，包括扩大工厂产能，采用
新技术、开发新产品等。

除了升级自己的工厂，ABB还有意帮

助重庆推动智能制造和产业转型。
今年 6 月 28 日，ABB 在华发布了

ABB Ability数字化解决方案，这是ABB
从设备、边缘计算到云的跨行业、一体化的
数字化解决方案。ABB 也希望 ABB
Ability数字化解决方案能为重庆企业发
展助力。

新一代机器人服务“重庆制造”

随着机器人产业在重庆快速发展，
2016年，ABB在两江新区布局了机器人
应用中心。

ABB集团亚洲、中东及非洲区总裁顾
纯元介绍，这个应用中心主要是做机器人
的集成。从产业链的角度看，机器人本体
（单元）是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基础，而下游
系统集成则是机器人商业化、大规模普及
的关键。只有机器人裸机是不能完成任
何工作的，需要通过系统集成之后才能为
终端客户所用。

“我们在这一块跟重庆的制造企业合
作得很好，重庆的汽车工厂和笔记本工厂
里，都可以看到ABB做的机器人集成项
目。”顾纯元称，下一步，ABB将考虑向食
品、饮料、轻工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渗透，
在重庆推广ABB的新一代人机协作机器

人YuMi，提升这些工厂的生产效率。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YuMi是全球

首款真正实现人机协作的双臂工业机器
人，ABB曾在2015年6月在重庆悦来国
际会议中心举办的一次活动中对这款机
器人进行推介。

“占据要地” 加速布局

除了工业领域，ABB还计划加速在重
庆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布局。

据了解，ABB已在重庆布局了从研

发、生产、工程、销售到服务的全方位业
务，不仅设有生产型企业，而且设有分公
司、综合服务中心、工业自动化工程中心。

ABB在重庆设立的综合服务中心，是
其在西南地区设立的第一家综合性服务
中心，主要向当地电力、石化、冶金和基建
等各行业客户提供包括安装调试、备品备
件、维护维修、升级改造、培训和咨询等在
内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

除此之外，ABB还有意加入重庆的
“智能城市”建设。方秦表示，ABB希望利
用其在电动汽车充电桩及充电网络运营
管理方面的丰富经验和最新技术，支持重
庆市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并提升
充电网络运营管理水平。

方秦认为，重庆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唯
一的直辖市，区位优势突出，重庆的发展
速度非常快，并且越来越重视创新，ABB
对这样的重庆充满信心。

ABB公司再次“加码”重庆

升级两大工厂 力推新一代机器人
本报记者 陈钧

多年来，ABB 变压器为中国诸多重
点工程提供了超过 1000 台大型变压
器，其中包括长江三峡工程、北京奥运
会供电工程、上海世博会供电工程、
2010 广州亚运会供电工程以及锦屏－
苏南、哈密－郑州、溪洛渡－浙江金华、
酒泉-湖南等多个±800kV 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等。

在重庆，ABB 变压器参与了江北机

场、南川体育馆、城市轻轨、万州电厂和
长安福特重庆工厂等众多项目建设。

ABB还为极地科考船“雪龙号”、中国
最大的90000吨半潜船“光华口”、全球最
大的集装箱船“中海环球号”、中国铁路
4400马力调车机车以及中国移动超五星
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等一系列重大项目
提供了涡轮增压技术和服务，为多个行业
的发展提供强大、绿色动力。

ABB的中国贡献

新闻链接>>>

年会官方用车——福特金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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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松）9月
22日，“热血铸剑·丹心卫民”全国
公安百佳刑警推选宣传活动评选
揭晓仪式在北京举行。重庆市公
安局刑侦总队侵财案件侦查支队
探长康飞和渝北区公安分局刑侦
支队长冉义智光荣上榜，当晚，他
们分别作为“创新力量”和“攻坚
克难”代表上台领奖。

全国公安百佳刑警推选宣
传活动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公
安部宣传局、人民公安报社共同
主办，中国警察网承办。自7月
19 日启动以来，活动通过组织
推荐方式产生了五批次共计
200位候选人。最终，综合群众
投票和专家评审，推选出100名
全国公安百佳刑警。

继承父亲的遗志，康飞自警校
毕业后，就投身刑侦一线。十几年
的潜心钻研，在破案实践中不断探
索，康飞成了一位防骗专家、公安
部特聘专案教官。2015年，他受
命牵头筹建重庆市反诈骗中心。
面对不时翻新的电信网络新型违
法犯罪，他和同事勤于钻研，不断
探索，抓住电信诈骗犯罪“智能性”
特点，强化源头防控，研发了多项

反制项目，其中1项反制系统为全
国首创。反诈骗中心正式运行1
年来，止付冻结1.83亿元，返还群
众被骗资金近3000万元。从警以
来，他荣立个人二等功4次，个人
三等功3次，个人嘉奖8次，荣获

“全市公安机关案侦工作突出贡献
个人”、全市公安机关“刑侦标兵”
以及“2017年重庆市先进工作者”
等多个荣誉称号。

从警16年来，冉义智一直战
斗在刑侦一线。2011年，他担任
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刑侦支
队长。6年来，他在打击严重暴力

犯罪中身先士卒，英勇无畏，先后
侦破公安部部督、市局督办案件
27件。同时，他倡导多警种合成
作战新理念，近3年累计抓获犯罪
嫌疑人904人，打掉犯罪团伙98
个。他还致力于打造刑侦人才方
阵，推动渝北刑侦支队涌现出一
批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市级
巾帼建功标兵、青年岗位能手等
先进典型。近年来，他先后荣获

“重庆市优秀人民警察”“重庆市
青年岗位能手”、重庆市打击“三
电”犯罪先进个人等十余项殊荣，
并荣立3次二等功、5次三等功。

我市两位刑警当选全国公安百佳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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