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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说 漫评

五彩斑斓五彩斑斓
池杉林池杉林

冬日傍晚，62岁的市民刘建江沿
着南山湖边的绿道跑步。脚下道路
平缓蜿蜒，两侧绿荫如盖，簇簇菊花
点缀其间，阵阵清风从河面吹来，好
不惬意。

刘建江退休前一直在外地工作，
如今住在城区湖滨华庭小区，出门不
远即可到南山湖公园，这给他的退休
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南山湖的风
景越来越好，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绿色福利，很有幸福感。”刘建江感
叹道。

从曾经只有人民公园“一枝独
秀”，到如今南山湖公园、世纪公园等
市民休闲场所“百花齐放”，通州的美
景不仅让市民“看得见”“走得进”，更
成为城市的新名片和新地标，持续放
大宜居宜业特色，不断为市民带来

“都市生活圈”的美好体验，描绘出一
幅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画卷”。

“画”因景靓而秀美。在通灵桥

周边区域，通吕运河两岸一片生机盎
然，置身其中，绿树成荫，聆听鸟鸣，
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融。

“我经常带孩子过来玩。这里的
绿化很漂亮，村里人一有时间都会过
来散步、聊天，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
的。”家住附近的村民吴美红正带着
小孙女学走路。

通灵桥区域是我区较早的工业
集中区，集聚了 11家企业，部分企业
因废气废水问题突出，影响了周边环
境和群众生活。2017年，我区将通灵
桥区域环境整治列入当年 97个实施
项目清单。污染企业拆除后，先后投
入 3000多万元，在该区域遗留地块
实施景观绿化工程，进行生态修复，
平整的土地上种上了两万多棵树木，
绿化面积达14万平方米。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我区还
大力激发绿色农业发展活力，“农业+
生态”“农业+旅游”“农业+电商”等新
业态加速成熟，开心农场、金土地、鲜
花小镇、渔湾水道等依托生态资源的
一批农旅产业项目，推动了农业与
二、三产业有机融合发展，在展现通
州农耕文化底蕴的同时为农民带来
良好的生态经济收益。

“画”因水绿而灵动。“你看，河水

清亮多了。”家住西亭镇李庄村三总
港边的汤美云对河道整治深有感
触。整治前，三总港水色深、味道大，
住在城里的女儿都不愿意回来。整
治后，汤美云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
隔窗欣赏门前的景色：河水悠悠，杨
柳拂风，别提有多美了。村里还在河
两边搭建了观景台，河坡两岸都做了
绿化，保洁员每天打捞垃圾、浮萍
……整治后的三总港像一位美丽的
少女，惊艳了整座村庄，也成了城里
女儿短视频里的“常客”。

水环境治理，水利必行。近年
来，我区加快区域治水现代化建设，
围绕“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目标，
落实水质监测、巡查管养、活水保质
等长效管理措施，打造生态样本河道
410条（段），城区实现无黑臭水体，

“水美通州”的生态名片愈加靓丽。
“画”更因产业兴旺而增色。10

月，2021南通-韩国半导体产业合作
对接会在我区成功举办，吸引了南通
深南电路、展华电子等 28家半导体
产业企业代表、投资（基金）机构及银
行负责人参加。“之前我拜访过几家
到南通投资创业的韩国企业家，他们
一致表示，如果想要在事业上有所建
树，南通高新区是不二之选。”前来参

会的驻上海大韩民国总领馆商务领
事朱原奭说。

近年来，我区突出绿色产业发展
特色，加快培育产业竞争优势，使创
新生态持续优化，区域创新能力全面
提升。仅去年，全区实施产学研合作
项目 152个，新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 102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
39%。目前，全区高新技术企业超
300家，已集聚江海电容器、生益科技
等上下游企业近 50家，初步形成集
芯片设计、检测、高端印制线路板、半
导体材料等多个门类的全产业链体
系，国家集成电路零部件产业园在通
州成功开园，产业集聚发展成为全市
典范。

“一着不让打赢污染防治攻坚
战，持之以恒呵护蓝天碧水净土，今
年创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是
对通州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国家级
认证’。”通州生态环境局局长张健表
示，站位长三角一体化，实现治理“一
盘棋”，强化顶层设计，探索建立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一系列机制
创新先行先试，都将为生态文明美美
与共提供“通州示范”。

记者曹抒雁

通州：“生态妙笔”绘就“绿色画卷”

毋庸置疑，创业是辛苦的，但创
业也是件奇妙而有魅力的事。所以，
虽然创业之路困难重重，但茵卡动力
新能源江苏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用林
觉得“真正创业的人不需要被鼓励。”
因为心中有梦想，眼中自有星辰。

凭着深厚的汽车技术背景和多
年深耕商用车行业的沉淀，王用林对
行业的发展有着敏锐的直觉，他几乎
是第一时间感觉到：新能源的时代到
来了！“中国有着很强的产业基础，新
能源必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王用
林萌发了创业梦想：节能环保，让交
通更高效可靠。

此时的通州也正在积极打造新
能源汽车产业链，吸引新能源企业落
户。2013年广州留学生交流会上，王
用林与通州不期而遇。

当年，王用林便放弃年薪百万、
外企高管、新西兰绿卡，带领技术团
队来到通州，成立茵卡动力新能源江
苏有限公司，专注于新能源卡车、客
车核心动力系统的研发。

公司成立初期，开发的新能源汽
车混合动力电池组三代产品虽然技
术先进，但因各种原因市场推广进展
缓慢，王用林面临着巨大的身心压

力，但他凭借着过硬的专业与执着的
信念，及时调整产品方向，转型做混
动及纯电的整车动力系统，为客户企
业提供动力系统、整车控制、技术开
发等服务。

“整车控制和动力系统就像人的
大脑和心脏，我们通过不断提高技术
含量，让汽车的‘大脑’越来越聪明、

‘心脏’越来越强劲。”王用林说，他们
的技术可以让驾驶更加安全、舒适、
智能。

在王用林的带领下，研发团队攻
克了一个个技术壁垒，开发的纯电驱
动系统T、D系列系统节能近15%，双
电机双离合直驱混联结构形式的系
统行驶过程中无动力中断，提高爬坡
能 力 20%、节 油 30%、减 少 排 放
60%……其开发的一些关键零部件
还多次在国内外获奖。

鸿鹄高飞，必引注目。2016年，
世界 500强企业康明斯公司主动参
股。目前，茵卡动力系统产品全部采
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控制软件，产
品远销东南亚和欧洲，批量运用于国
内十多个城市的公交运营，并为亚
星、金龙等国内主流客车企业整车配
套，公司还在加拿大、新西兰设立了
分公司，在全球布局打桩。

八年奋斗，王用林这个四川人在
通州扎根落户，“我现在和别人都说：

‘欢迎到我们通州来’，我已经成通州

人了。”他哈哈大笑，“通州发展潜力巨
大，越来越多的人才选择在通州创业
就业，我们公司员工也基本都是外地
人。”王用林感激地说，在企业初创及
发展阶段，通州给予了场地、资金等多
方支持，帮助企业渡过各种难关，而他
本人也获得了区“510英才计划”、市

“江海英才计划”、省“双创计划”资助。
梦想之路无尽头。在全球汽车

电动化浪潮中，王用林说他们要做的
事还有很多。已经列入计划的有：将
业务范围由客车、卡车拓展到渣土
车，提高海外市场份额，技术目标则
是让汽车的“大脑”和“心脏”在进一
步智能化的基础上实现网络化。12
月 9日上午，天阴，小雨，但谈及未
来，王用林的脸上却似自带阳光。

记者徐艳梅 通讯员宗丹丹 杭昊

王用林：为新能源汽车提供“心”动力

王用林正在办公。 徐艳梅 摄

五接镇开沙岛上的南通洲际

梦幻岛杉林五彩斑斓，展现出冬

日里的“醉美”风景。梦幻岛中心

区种植了数千株水杉、池杉和落

羽杉，占地130亩。眼下，杉林色

彩缤纷，深红、金黄、青翠等深浅

不一的颜色让梦幻岛风景更加迷

人。

卑多敏 肖燕 马正祥 摄影

报道

本报讯（记者徐艳梅）12月 15日上午，一则“全城搜寻施
救美丽女孩”的视频在微信朋友圈里传播。视频里，一名白衣
女孩正跪地奋力给躺在地上的老人做心肺复苏，120急救车赶
到后，老人的朋友追问女孩姓名和号码，可戴着口罩的女孩连
连摆手说“我也是学医的”。看着老人上了120车，女孩悄然离
开。

现场追要女孩联系方式的是倒地老人的朋友高先生。他
说，12月14日晚上7点35分左右，他们几个战友在新世纪大道
与银河路交叉口北侧一小饭馆小聚，结束后刚出门，老朱突然
倒地，大家赶紧去扶，却惊恐地发现老朱的后脑勺都是血，大家
吓得束手无策。正在这时，一个穿白衣服的女孩跑了过来，蹲
下来检查一番后发现，老人意识模糊，烦躁、乱动，一会儿颈动、
脉动、呼吸都没了。情况紧急，女孩立即跪下来给老朱做心肺
复苏，同时让老人朋友立即拨打120。五六分钟后，老朱缓了过
来，120车也来了，老人被送往医院救治。

“我去问女孩要电话号码，她一直摇头说‘不不不’，就是不
肯告诉我们。”高先生既感激又后怕也遗憾，“幸亏这个女娃，老
朱捡了一条命，现在没什么大碍，正在休养。”

救人的女孩到底是谁呢？
中午12点多，一个电话打进了发布寻人视频的区融媒体中

心，称看到了施救女孩。找到女孩的市民丁红芳当时在城区俞
氏诊所挂水，刷微信时看到了视频，“咦，这不就是诊所里的女
孩吗？”丁红芳询问诊所医护人员孙霞。“是她，我侄女。”孙霞笑
答。丁红芳告诉女孩，大家都在找她，可女孩说：“我不愿意让
别人知道，这是我应该做的。”

在电话里，丁红芳转述了当时的情景，她感慨道：“太正能
量了！不过到现在也不知道女孩儿的名字，又是一个‘莫文隋’
呢！”

记者到达俞氏诊所时，女孩穿着和视频里一样的衣服，正
坐在沙发上捂着热水袋。孙霞告诉记者，侄女身体不适，昨天
救人时也是强忍着，到家后才发现两个膝盖都青了，“她一直是
个善良的孩子，昨天回来告诉我这事儿后，还说‘这种事遇到一
次就要做一次’。”

女孩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得知老人无大碍后很高兴，她
回忆说，当时她正好经过，“老人情况危险，我就赶紧做心肺复
苏，做了六组，老人依然没有清醒，但颈动、脉动、呼吸都恢复
了，这时候 120来了，就
交给医生了。”至于别
的，女孩缄口不言，只微
笑道：“没什么，这是学
医人的本能。”

跪地完成六组心肺复苏

“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在部署明年经济工作时，将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放在重要

位置，再次释放出强烈政策信号，有效提振市场主体信心。

企业好经济就好，居民有就业、政府有税收、金融有依托、

社会有保障。今年以来，面对疫情灾情影响、大宗商品价格居

高不下和应收账款增加等问题，我国将保市场主体作为重中之

重，多措并举为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减负纾困，帮助其

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市场主体总量已突

破1.5亿户。

在政策作用有效发挥的同时，还要看到，当前市场主体仍

然面临较多困难。从宏观环境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

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全球疫情起伏反复，世界经

济脆弱复苏。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在高位运行，国内需求恢复

偏弱，企业面临“缺芯、缺电、缺柜、缺工”等生产要素短缺难题，

生产经营压力很大。

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要继续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特别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稳定宏观经济

大盘，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必须多措并举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

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针对

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困难，支

持政策该延期的要延期，该扩围的要扩围，使广大市场主体不

仅能够正常生存，而且能够实现更大发展。继续面向市场主体

实施新的减税降费，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等

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大对实体经济融资支持力度，促进中小微

企业融资增量、扩面、降价。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内生动力。

经济下行压力越大，越要向改革要动力。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

策实施，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以公正监管保障公平竞

争，让各类市场主体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

财富。加强各类产权保护，有效治理恶意拖欠账款和恶意逃废

债行为，营造各类所有制企业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

留得青山 ，赢得未

来。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

量载体，稳住了经济基本

盘的微观基础，高质量发

展也将更有底气、更有力

量。 ·金观平·

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

热心女孩救人不留名
全城搜寻传递正能量

详见A2版

直播带岗“云牵手”
足不出户“网英才”

规模企业与超15万网友在线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