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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德汽车大会，成为
两国汽车产业深度融合协作共
赢的新机遇。

在华德资企业、行业机构高
管，东风集团、兵装集团、上汽集
团、北汽集团及德国大众、奥迪、
巴斯夫、博士舍弗勒等国内外汽
车及相关行业知名企业家代表
齐聚中国一汽红旗会堂，两座

“汽车之城”——长春与因戈尔
施塔特隔空连线。

在全球汽车产业受疫情影
响的当下，大会主论坛活动氛围
却振奋激扬。吉林省汽车产业
的亮眼成绩，坚定了两国汽车企
业的发展信心；长春国际汽车城
不断向万亿级产业目标迈进，更
让行业投资者看到了一座商机
无限的共赢之城。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留平介
绍，今年1至9月份，中国一汽实
现销售 265.7 万辆，同比增长
8%；实现营业收入5045.2亿元，
同比增长 12.6%；利润稳步增
长，其中红旗品牌实现销售13
万辆，同比增长104.4%。自主、
合资双成长，销量、收入、利润共
同提升，企业前进、员工成就和
社会责任同频发展，“风景这边
独好”。

长春市副市长、长春汽车经
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王海
英向国内外企业家和创新创业
者发出邀请，共享汽车高质量发
展盛宴。长春国际汽车城集长
春全市之力，推动汽车产业率先
发展、加快发展，以一汽集团为
龙头牵引，加快推进排产、产能、
配套、结算、人才、创新“六个回
归”，实现整车带动、配套跟进、
协同发展，全面打造世界级汽车
整车及零部件研发、生产和后市
场服务基地，汽车产业高质量发
展示范区。这座世界眼光、国际
标准、中国特色、空间无限、机遇
无限的长春国际汽车城，正在日
益成为海内外客商投资兴业的
理想之地。

“变局·趋势·共赢”，大会的
主题在行业观点的碰撞中、在与
会者积极寻求合作的意向中，得
到了最好诠释。

汽车产业发展的“吉林机
遇”，被国际汽车企业敏锐捕捉
——

“中国新能源汽车快速发
展，市场巨大，在人工智能、自动
驾驶、电池技术等方面也有引领
行业的突破。我们希望扩大在
吉林的业务范围，把握汽车行业
新发展机遇。”巴斯夫全球高级
副总裁郑大庆表示，通过这次大

会希望能够加强与吉林的合作，
共同促进汽车产业长足发展。

长春国际汽车城展现的创
新创业沃土，让从业者备受鼓舞
——

中国一汽研发总院副院长
兼创新技术研究院院长李红建
说：“汽车产业要做出好的创新，
离不开生态与人才。这次大会
对汽车行业释放了长春国际汽
车城的独特优势，既有利于吸引
企业投资构筑更好的产业生态，
也有利于吸引顶尖创新人才落
地。这样的契机，对一汽的创新
发展非常有利。”

一批重大合作项目签约，拓
展了未来数年乃至数十年的产
业发展空间——

奥迪与中国一汽签署备忘
录，两位世界级汽车巨人牵手，
在中国投资打造千亿级的奥迪
新能源整车基地；

长春市、中国一汽、长春国
际汽车城与国电投、库卡、佛吉
亚等数十家国内外合作伙伴们
签署了一大批合作项目，为长春
国际汽车城加快发展、长春汽车
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

240多家来自德国、法国等
汽车强国以及国内长三角、珠三
角等地的知名汽车零部件企业
负责人亲临长春，寻求与中国一
汽扩大合作，共赴长春国际汽车
城万亿级盛宴。

众多全球性汽车产业合作
机遇如期而至，进一步提振了长
春国际汽车城发展信心——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
红旗项目服务局局长林楠表
示，未来将继续加强服务，加快
项目落地，为建设长春国际汽
车城助力。他说：“这次大会，
有很多重量级的合作项目签
约，令人振奋，这也是对我们服
务成效的一次检验。下一步我
们要加强服务，让大会成果加
快落地，拿出更亮眼的成绩。”

中德汽车领域30年合作历
程，在全球汽车行业书写了成
功传奇。如今，吉林作为两国
汽车领域众多合作项目承载
地，正在举全省之力，聚焦长春
国际汽车城建设，助力吉林建
成世界级汽车整车及零部件产
业基地，打造经济复苏发展强
劲引擎。

2020中德汽车大会，开启
了各方抓住协作共赢新机遇，
打造深度融合升级版的道路，
吉林汽车产业逆势上扬的奇
迹，将对全球汽车产业产生更
为深远的影响。

/吉林日报记者 华泰来 报道

迎接汽车产业发展的“吉林机遇”
——2020中德汽车大会侧记

直击 2020中德汽车大会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
全省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认真落实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加强农村
客运组织 服务农民春耕秋收出行
的通知》要求，深入村镇和田间地
头，及时了解秋收农民群众出行需
求，积极做好运输组织和运力调度
工作，为农村群众秋收提供“点对
点、门到门”的定制化运输服务，有
效解决秋收特殊时段群众集中安
全出行问题。

松原市制定了秋收用工交通
保障实施方案，组织各县市（区）积
极调度农民工用车需求，组建运输
需求信息专班并与运输服务调度
中心对接，统一调配车辆。组建了
出租车志愿服务队，为农民提供市
区半径40公里内、人数3-4人、村
屯至田地的免费预约用车服务，服
务范围内的农民可直接拨打
12328进行电话约车；建立了网上
约车服务平台，实现集中时段农民

用车服务常态化。宁江区对耕地
面积在100亩以上的辖区内秋收地
块农户给予交通出行补贴，同时，成
立了秋收交通运力调度中心，调度
客运班车保障农民群众出行顺利
安全。扶余市成立了调度指挥中
心，抽调运营车辆220辆，在本行政
区域内秋收的农村务工人员，可采
用电话、通过微信公众号提前24小
时预约，每天5:00-20:00都可享
受“点对点”接送服务。

公主岭市成立了秋收农民集
中出行调度指挥中心，抽调运营车
辆220辆，采取预约方式，从10月7
日-20日，免费接送农村务工人员
下地秋收，确保重点时段农村务工
人员出行安全。在此期间，在本行
政区域内、村屯具备客车通行条件
的农村务工人员可直接拨打电话，
提前24小时预约所在村屯分配的
客运班车，并可通过微信公众号进
行网上预约，每天5:00-20:00都

可享受“点对点”接送服务。如预
约车辆有困难，还可联系市公路客
运总站调度科，由客运站及时协调
客运班车给予运力支持。

梅河口市针对牛心顶镇辣椒
集中采摘需求，积极协调梅河口市
新天地旅游客运有限公司，调集了
4台50座旅游客车，每天6：30和
17：00开通牛心顶镇到梅河口市
的客运包车，为200名农民提供了
优质安全的运输服务。

同时，对秋收期间全市运输班
线和班次进行了合理调整，要求城
乡接合部公交线路车辆在不影响
其他营运车辆正常运行的情况下，
可根据农民需求适当延伸到村屯，
并适当增加班次。旅游车辆可根
据农民需求在辖区范围内采取低
成本、微利的形式为农民提供包车
服务。

/魏佳勖苏蕾城市晚报全媒体
记者刘佳雪报道

近日，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
局发布了《致广大农机车驾驶人的
一封信》。
广大农机车驾驶人朋友们：

你们好！
近年来，吉林省农业机械化水

平迅猛发展，对农业经济发展，减
轻农民劳动强度，提高生产力，起
到了极大的作用。但是大家应当
知道，农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许多的事故教训
告诉我们“十年致富奔小康，一场
事故全泡汤”，农机事故会导致一
个幸福家庭陷入困境。

近日，省内外发生的农用车交
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了安全生
产的警钟。为防止我省秋收季节
农机事故的发生，必须从源头消除
隐患，我们要求广大农机驾驶人认
真学习有关农机安全生产的法律、
法规、规章，努力提高安全驾驶技
术，遵守法律法规，必须坚持如下
安全操作常识：

1.不准开故障车、改装车。驾
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故障车、改
装车作业，极易发生农机安全事
故，而且很容易被驾驶员和广大种
植户忽视。

2.不违章驾驶拖拉机、联合收
割机。农机事故多数是由于违章
行车、停车造成的。严禁把拖拉
机、联合收割机停放到公路上、田
间路上、晒场等地方。

3.不准无证驾驶拖拉机、联合
收割机。驾驶证件是驾驶员经过
培训，考核合格而取得的合法驾驶

资格的证明，无证人员往往是驾驶
经验不足，遇有险情时心慌意乱，
往往做出错误判断，这样就容易造
成农机事故的发生。

4.不准下陡坡空挡滑行。有些
驾驶员认为下陡坡空挡滑行可以省
油，实际上这种做法十分危险。拖
拉机在坡道上空挡行驶时，发动机
额定转速时与驱动轮新产生的约束
制动力消失，拖拉机在本身重力的
作用下，车速越来越快，很容易发生
事故。

5. 严禁拖拉机载人和客货混
载。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是农业生
产工具，设计结构不适于载人，客货
混载更容易发生事故，行驶中遇有
紧急情况制动时，货物在惯性作用
下继续向前移动，极易造成伤亡。
另外，人坐在货物上面，遇到颠簸时
易把人颠下，造成人员伤亡。

6.牵引架上不站人，档泥板上
不坐人。拖拉机行驶时，牵引架、
挡泥板处摇晃的最厉害，摆动、颠
簸，容易造成人员跌落。

7. 严禁酒后驾驶操作。在正
常驾驶的情况下，驾驶人的反应时
间为 0.6-0.9 秒，而酒后的反应时
间为1.5-2.0 秒。酒后不但会降低
反应时间，而且还会丧失应变能
力。

8.起步前查看周围情况，鸣号
起步。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员
必须养成起步前仔细查看周围情
况，鸣号起步的良好习惯。

9. 注 意 视 线 盲 区 的 行 驶 安
全。驾驶员驾车通过盲区时，要减

速慢行，随时准备采取应变措施，
防止事故发生。

10. 注意通过铁路道口、十字
路口、丁字路口时的行车安全。不
要抢道行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通过路口时要减速、鸣号，并且要
精力集中，注意观望。

11. 夜间行车应注意的安全。
为保证夜间行车安全，车辆要粘贴
反光标识。应做到：(1) 遵守有关
规定，夜间无灯光或灯光不全不开
车。(2) 夜间行车驶近交叉路口
时，应减速，关闭远光灯，打开近光
灯，转弯时要打开转向灯。

12.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道路行
驶不能与汽车争道，要按规定、按交
通标志的指示行驶。拖车要有标准
的安全链、安全销、反光标识。

13.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未熄
火，未支垫牢固时不准排除故障，
联合收割机未切断动力不准排除
粮仓堵塞故障，不准排除滚筒堵塞
或割台缠绕。

14.未参加年度安全技术检验
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不允许使
用。农机使用过程中，定时、及时排
查、检修农机故障，保持拖拉机、联
合收割机安全技术状态。上述的安
全常识，望我省广大农机驾驶员一
定要遵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希望广大农机驾驶人能够从以往发
生的重大交通事故中吸取教训，警
钟长鸣，确保安全操作驾驶，确保我
省秋季安全生产顺利进行。

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
2020年10月13日

我省交通部门多举措保障秋收农民出行

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
致广大农机车驾驶人的一封信

27.5万户
集团在网总供热面积3400万
平方米 热用户总共27.5万户

据了解，2020-2021年供热
期，长春市供热集团在网总供热面
积3400万平方米，预计开栓面积
为2800万平方米，热用户27.5万
户。集团下设9个供热公司，承担
着长春新区、宽城区、朝阳区、南关

区等区域集中供热保障任务。集
中供热锅炉房1座，调峰锅炉房2
座，总供热能力约为4600万平方
米（含热电一厂），可以满足当前供
热需求。

20.7公里
全年更新改造老旧管网20.7
公里 近万用户受益

为确保今冬明春供热安全、

优质、平稳运行，该热企加快推进
城市集中供热基础设施管网建
设。今年，共计投资约2.4亿元，
建设供热工程项目325项，完成
9.03公里一次供热管网，辐射17
小区，2.3万户用户冬季用暖得到
保障。本采暖期新增入网面积
246.67万平方米。实施老旧小区
管网改造工程，全年更新改造老
旧管网20.7公里，近万用户受

益。目前，在长春现地储备了满
足整个采暖期的21万吨高品质煤
炭。

12支抢修队
本采暖期成立12支供热抢修队
12台80吨热水锅炉随时待命

本采暖期，持续3年建设的智
能热网调度指挥系统充分发挥远
程智能调节、大数据综合分析等
功能，实现区域内4大热源、1040
公里管网、360座换热站及12600
户试点用户室温数据的无缝对
接，可以智能精准调控供热系统
参数，从而实现管网平衡、安全运
行、均衡输送、按需供热。

此外，供热集团结合历年冬
季供热管网抢修抢险经验，制定
了涉及管网抢修、停水停电、锅

炉事故等应急预案，对可能出现
的影响供热的因素进行统筹分
析并制定相应对策。成立12支
供热抢修队，配备先进的抢修车
辆、各类应急设备，一旦发生故
障，能够快速恢复供热。调峰锅
炉房12台80吨热水锅炉随时待
命，如发生热源供给不足、极寒
天气等突发情况，将及时启动调
峰锅炉房。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供热集
团将在采暖期临近结束前，根据
天气变化、寒流影响，按照市政府
要求继续实行弹性供热，并将通
过提高供热参数、适当延长供热
天数等有效举措，保障热用户度
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
雪 报道

提前开栓！ 长春一热企开始供热
580万平方米用户“暖起来”

根据长春市政府冬季公用服务保障工作会议精神，长春市供热集团自有热源——新诚供热公司于10月14日
提前开栓供热。15日上午，长春市供热集团召开2020—2021年供热期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10
月14日提前开栓供热的新诚供热公司供热面积为580万平方米，包括民航小区、长春豪园、山水湾小区、光明厂、十
三局小区和陶然庭苑等。热电联产区域将于18日开启热循环，并逐步提温，19日用户家中将达到舒适温度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