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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的大厅 身份的象征

超大宴会中心
100桌无柱大厅已经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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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家公益诉讼司法鉴定
联合实验室成立

5月14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联合省生态环境厅成立
了全国首家公益诉讼（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联合实验室。
据悉，联合实验室将以开放姿态充分吸收科研机构、高校、
企业等技术人才，努力打造一个技术服务平台、技术专家
智库和科研交流平台，为检察公益诉讼提供支撑。

中国每万人发明专利
拥有量逾11件

日前在京举办的2019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提
供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国内（不含港澳台）发
明专利拥有量共计 160.2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11.5件，商标有效注册量为1956.4万件，平均每5.8个市
场主体拥有一个有效商标。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
产权大国。

首届联合国国际水资源大会
在巴黎举行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
织共同主办的首届联合国国际水资源大会 5月 13日～14
日在法国巴黎举行。大会深入探讨全球水资源的可持续
发展和安全高效利用，为世界水资源安全发展建言献策。

本报讯（记者印春湘 通讯员张
金荣）4月下旬，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
司成功中标马来西亚沙巴州亚庇市
最大工程项目——丝绸港珊瑚湾高
级公寓项目，总造价近10亿元。

该项目由新加坡群策环球控股
集团投资建设，项目建筑面积约18万
平方米，工期 38个月。经过与国内外
多家知名承建商近两年的激烈角逐，
南通四建脱颖而出。日前，马来西亚
联邦直辖区部长哈立德萨马德在会
见中国建筑业协会副会长、南通四建
集团名誉董事长耿裕华一行时表示，
南通四建作为美国《工程新闻纪录》
评选的“中国承包商80强”之一，相信
一定能以一流的水准建造出高质量

工程。
近年来，通州建筑企业深耕主

业，在巩固扩大国内市场的同时，紧
抓“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机遇，大力
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加快拓展海
外市场步伐，不断提升在境外建筑市
场的竞争力和占有率。目前，全区共
有建筑企业 266家，年施工产值 1800
亿元，足迹遍布全国 29个省市区、世
界10多个国家地区，累计获得鲁班奖
55个，在全国县(市)区中遥遥领先。

日前，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在
以色列中标的海法港口扩建工程开
工，分两期、三年建设。海法港口位于
以色列西部沿海，是以色列最大的港
口，是以色列北部交通和工业中心，
地中海沿岸的铁路枢纽。上世纪80年
代，通州建总开始走出国门，“掘金”
海外，工程承包从最初的房建拓展到
如今的码头、基础设施、道路建设等。
集团副总兼海外部总经理陈勇说：

“海外部有2000多人，分布在越南、马
来西亚、刚果（布）、肯尼亚等‘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去年，通州建总在越
南和马来西亚成立分公司，在当地承
包工程。目前通州建总在“一带一路”
沿线6个国家承包工程近40个。

成功“走出去”，更不忘提升自
己。2003年，通州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在越南成立了华越建筑责任有限公
司，近两年华越建筑专注企业对外承
包等级资质的申报，并在去年取得一
级建造、一级设计资质，这意味着公
司可以在越南进行项目总承包。

2013年，华越建筑与台企越南富
江责任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合资
组建越南富华建筑责任有限公司，在
越南云中、平川二等工业区进行工业
地产滚动开发，主要从事厂房建设、
出租和销售。通州四建集团海外部经
理吴书来说，这既是华越公司积极响
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更是为中企

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方便。目前，
华越承建的越南北江省云中工业园
区第八期厂房已经进入扫尾阶段，

“接踵而来”的九期也已经签订合同，
准备开工建设。整个工业园区厂房分
十期开发建设，总建筑面积64万平方
米。“我们采用的是滚动开发，一期建
好，销售一期，厂房供不应求，前来洽
谈的厂商很多。”吴书来说。

目前，通州有南通四建、通州
建总、通州四建等一批建筑施工特
级资质企业获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
资格，外派劳务市场主要集中在日
本、俄罗斯以及非洲、东南亚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2018
年，全区共新签对外承包劳务合同
额 4617万美元，增长 180.33%。今
年一季度，全区新签对外承包劳务
合 同 额 1123 万 美 元 ， 增 长
180.75%；完成对外承包劳务营业额
1009万美元，增长158.72%。

通州铁军活跃“一带一路”建设
一季度新签对外承包劳务合同额增长180.75%

本报讯 （记者李天舒 通讯员
王冰） 5月 7日，记者在深南电路二
期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
忙碌地进行二层梁钢筋绑扎。“二期
工程面积大、工期紧，现在所有工
人 24小时施工，两班倒，预计 6月 10
日厂房主体结构封顶，10月底交付。”
项目建设方中建一局现场执行经理
孟凡坤说。

据悉，该项目是今年南通高新区
的又一重大项目，占地 7.43万平方
米，总投资 11.7亿元。项目主要研发

和生产具有高精度、高密度、高可靠
性等特点的多层印制线路板。深南
电路土建工程师钱月冬表示，二期项
目主要承载 5G通信产品的代工生产
以及承担部分中航集团国家产业项
目的布局。项目今年 3月开工，整体
达产后预计年产值超40亿元。

今年以来，南通高新区紧紧围绕
全年重点工作，集中精力加速推进项
目建设，攻坚克难，重点抓牢深南电
路二期和星晨电子两个重大项目，确
保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截至一季度

末，南通高新区完成续建重大项目 8
个，竣工工业项目 5个，3个项目完成
转化达产，7个项目实质开工。

在星晨电子厂房项目建设现场，
厂房地基已经完成。据了解，该项目
总投资约10亿元，4月底开工，厂房主
体预计年底完工，明年投入运营。“公
司准备引进先进的自动化生产设备，
效率和产能将大大提高，所需人工数
仅为原来的十分之一。”星晨电子项
目负责人张国荣表示，“选择在南通
高新区建厂主要是因为高新区强有

力的政策支持以及较大的物流环境
优势，该厂区也会作为公司将来重点
发展的基地，不断提升发展质效。”

南通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南通高新区将牢牢扭住项目
建设“牛鼻子”，严格把关、主动服
务，高效推进项目建设。二季度将
着力推进总投资 28 亿元的 8 个项
目，包括1个重大项目东久智能和云
数网络、恩葛机械等 7个亿元项目，
为南通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
能。

用过的纸巾是否可以回收？开败的鲜花如何投放？塑
料餐盒属于厨余垃圾还是其他垃圾？面对这些问题，很多人
可能弄不明白。随着绿色环保理念深入人心，垃圾分类早已
不是陌生概念，但在实际生活中，不少垃圾分类点却形同虚
设。

如何让垃圾分类成为全民行动？不少地方提供了有益
的探索。江苏扬州推出“互联网+垃圾分类”数据平台，市民
可以利用垃圾分类积分兑换生活用品；广东东莞将回收的厨
余垃圾转化为有机肥，向居民免费派发；上海闵行开展行动，
基层党组织安排志愿者轮流值班，指导垃圾投放。推广垃圾
分类，一方面要加强宣传教育，另一方面也要通过人员投入、
经济补偿等举措来撬动行为模式的改变，从而深化认识、培
养自觉。

网络支付、健身塑形、旅游休闲等固然是生活方式改
变的缩影，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低碳出行等又何尝不应
成为时尚？小习惯透视大文明，举手投足、点滴之间最能
看出绿色生活的水准、公民意识的高低和社会文明的成
色。有决心也有知
识，有态度更有行
动，文明才能成为
生活的主基调。

·石 羚·

从最初100毫升的圆底烧瓶放大
到 5升的反应釜，再放大到 500升的
反应釜，到现在10吨的反应釜……看
到崭新的质子电池在逐渐放大的过
程中，还实现了有毒物质零排放，彭
怡婷博士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是我们目前生产的 250个兆瓦时
质子电池小样，预计今年底正式投
产。”

来自甘肃的 80后彭怡婷从美国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后，曾在上
海电力学院任教。2016年 9月，作为
新材料的共同发明人，彭怡婷加入了
由“省双创人才”卢云峰教授在南通
高新区创立的南通沃德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目前担任公司技术研发总工
程师。

为解决我国预计在 2050年整个

用电量将达15亿千瓦时的高量需求，
国家需要有大量的高比例可再生能
源并入，在众多的储能技术中，电化
学储能因为具有较高的能量密度以
及灵活的使用条件，而被视作一个理
想的储能技术。因此，彭怡婷和她的
团队一直致力于将新的材料导入到
新型的电化学储能转换装置中，来实
现高能量密度和高功率密度以及长
循环寿命，为国家未来的新能源、智
能电网等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持和保
障。

谈起正在研发的固态电解质项
目，彭怡婷显得“举重若轻”。事实
上，要将国内前所未有的这种高性能
质子电池从理念、设计转化为10吨重
的反应釜充满了挑战和艰辛。“理论
是灰色的，要把实验室的产品转移到

工业化生产过程，技术关键是如何实
现纳米材料大规模的合成和制备，然
后调节其中的一些反应参数和动力
学条件等，实现可再生能源的补偿和
平衡，进一步改善电能质量。”彭怡婷
说。为了跟踪项目进展、协调资源，
她一直坚守在研发一线，从改善作业
环境，到无机纳米材料结构研制都进
行反复推敲，确保每一个步骤精细到
毫米级，并多次解决了遭遇的技术难
题和瓶颈。有次周末，为了解决现场
技术难题，彭怡婷工作到深夜 12点，
直至问题顺利解决。“只要能把项目
按时完成，累点、苦点也乐意。”质朴
的话语中，透露出彭怡婷的坚毅与执
着。

“来通州创业三年多来，尽管遇
到过很多困难，但我总感觉非常温

暖，因为从通州区政府，到区委组织
部、区科协等部门都对我们提供了很
多帮助、支持，这也是我们工作的动
力源。”彭怡婷表示，作为电力科研行
业中一名执着的追梦人，她和团队将
公司的未来定位在整个产业链的上
游，希望通过先进的技术和战略性的
专利布局，跟一些电池厂商进行联盟
合作，“脚踩”绿色电池储能这个千亿
级的电力市场，为国家的环境事业作
出新贡献，不断用新的科技产品给人
们带来更美好的生活。

记者曹抒雁

南通高新区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二季度推进8个项目总投资28亿元

彭怡婷：做绿色电池储能的“闪电侠”

让垃圾分类成时尚

快说 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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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川姜镇的老裁缝家居创
意园，一位游客坐上展厅的老爷车
体验一把。今年“老裁缝”已接待外
地游客超过3000人次。近年来，我
区依托区域特有的工业文化资源，
启动“旅游+工业”的新模式，围绕
家纺等特色主导产业，着力开发特
色工业旅游项目，利用现有工业产
业基地，实现了工业产业与工业观
光、旅游体验、定制购物的融合发
展，拓展了通州旅游产业链。

卑多敏 施亚兴 摄影报道

““老裁缝老裁缝””
玩出玩出““新花样新花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