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2019.11.19
星期二

责
编

龚
爱
秋

版
式
詹
红
霞

校
对
张
晓

读
四
川

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西园街道多管齐下
狠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之风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金祝）

“现在，咱们接待的无效检查次数少
了，心思也都放在企业员工服务上
了……”今年以来，成都高新区西园
街道大力开展“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专项整治，多形式持续加压，不
断提升工作作风。

“强教育、促改进”，给思想认识
带上“紧箍咒”。“如果一份普通公文
流转42天才得以交办……这缘于
某些干部工作懒散、遇事推诿。”西
园街道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专
项整治为契机，强化廉洁从政警示
教育。以案促改，从思想认识上给
党员领导干部带上“紧箍咒”。

“实整合、提质效”，真抓实干转
变工作作风。围绕“会议多、公文
长、工作时间被挤压”等问题，西园
街道各部门快速联动，强化工作整
合。一是将各项重点业务工作与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整治同步推进；二
是有效缩减会议次数，将干部从“文
山会海”中解脱出来；三是精简公文
内容，删减不必要环节及内容；四是
深入实地检查了解，减少“码字”时
间，切实将“减负”落到实处。

“内自觉、外监督”，压缩作风问
题生存空间。西园街道一面提升

“内自觉”，一面强化“外监督”，在开
展自查自纠的同时，街道纪工委也
通过随机暗访、群众调研等方式，强
化问题监督。再借助会议点评、书
面通报等形式进行集中表扬惩处。
多管齐下，狠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不良作风。

四川大学教授冯小明
获香港何梁何利基金奖

华西都市报讯（川报观察记者
熊筱伟）11月18日，何梁何利基金
2019年度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56
位科学家获奖。其中中科院院士、
四川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冯小明获何
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根据四川大学官网消息，冯小
明所从事的是不对称合成方法学及
手性医药、农药和具有生理活性化
合物的合成研究。简单而言，他研
究的是催化剂，新型手性催化剂。
不论医药、农药，还是化妆品、食品
添加剂等等，其合成过程中，都少不
了催化剂。而冯小明团队的催化剂
成果，则是当前业内不对称手性催
化剂中“手性适用范围最广，反应条
件最温和，得来最容易的”。换句话
说，最经济、最环保、应用范围最广。

冯小明49岁那年即当选为中
国科学院院士。他26岁就成为全
国最年轻的副教授之一；比如以他
名 字 命 名 的 化 学 反 应

“Roskamp-Feng 反应”，这也是
首个中国科学家在中国本土所做的
工作被国际人名反应专著冠以中国
人名的有机化学反应，该研究工作
也纠正了国际上通用有机化学教材
对该反应获得光学纯产物的片面描
述。

获奖的56位科学家中，1位获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
奖”，35位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
技术进步奖”，20位获何梁何利基
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何梁何利基金是由香港爱国金
融实业家何善衡、梁銶琚、何添、利
国伟先生共同捐资港币4亿元于
1994年3月30日在香港注册成立
的公益性科技奖励基金。

基金每年评奖一次，科学与技
术成就奖不超过5名，每人颁发奖
励证书和奖金100万港元；科学与
技术进步奖、科学与技术创新奖总
数不超过65名，每人颁发奖励证书
和奖金20万港元。

两人被困两人被困
民警向大山深处进发

15日下午2时35分，甘孜州丹巴县
公安局巴旺派出所民警接指挥中心指令
称：有两位游客徒步从墨尔多山下山途
中，被困在大山深处悬崖处，随时有生命
危险，请马上救助。

救援民警通过与被困人员电话联
系、添加微信好友、发送位置信息等方
法，确定了被困人员在距离巴旺乡燕尔
岩村5公里左右的燕尔岩沟原始森林
中，具体位置尚不能确定。

民警立即组织当地熟悉地形环境的
村民当向导，带上面包、饼干、矿泉水、火
腿肠等生活物资以及救生绳、手电筒等
救援工具向大山深处进发，搜寻被困人
员。

被困人员所处地点位于原始森林，
地势险峻，很容易迷路，民警只能徒手拉
开遍地丛生的野刺树枝艰难前行，顺着
河沟蜿蜒前进，所有人的衣衫、鞋子、裤
子全部湿透。

深深夜夜营救营救
凌晨3点两人终获救

深夜11点过，气温急剧降低，此时
已经连续搜寻了将近9小时。由于山路
泥泞，有的民警不慎摔倒，有的民警手臂
被山上荆棘挂伤，但大家仍坚持徒步向
山上搜寻。

这时，两名被困人员情绪开始紧张、
暴躁，并不断催促救援民警，接二连三地
向110指挥中心和救援民警打电话，要
求派直升飞机对他们进行快速救援。

救援民警通过电话引导、疏通他们
的紧张心理，并于16日凌晨1点左右到
达被困人员所处的悬崖处。

经喊话与两名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得知两人被困在救援民警下方50余米
处的悬崖上，而两人被困的地方下面就
是近300米高的悬崖峭壁。

所长谢林用携带的救援绳捆住自己
后，下到悬崖下方一处非常狭小的空地
上，却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于是他将救援
绳一头固定在上方的树根上，另一头扔
给被困人员，让被困人员拴紧身体，小心
往上攀爬。

凌晨3时左右，两人终于被营救到
安全地带。救援人员将随身携带的食物
分给他们补充体力，短暂的休息之后，护
送他们返程。

被被困者困者：：
以为可以派直升机救援

被困的两名人员是四川某高校大四
学生，因大四课程少想体验一下生活，两
人相约出来游玩。到丹巴后，听说墨尔
多山是神山，两人便于11月13日从岳扎
乡上山，由于不熟悉山路，将路走错。他
们走了三天两夜，才来到了巴旺乡燕尔
岩沟，被困在了山上的悬崖处。他们说：

“因为电视里遇到被困山中都是派直升
飞机马上就能得到救援，所以才要求公
安局派直升飞机对他们进行救援。”

“真心感谢救援民警和村民的及时
救助，如果没有你们的救助，也许我们再
也回不到学校了。”两名被困者经历了一
番险境后说道。

目前，两人身体无碍，已乘车返回学
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钟晓璐

射洪市正式成立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虎）11

月18日上午，射洪体育馆。随着遂
宁市委书记邵革军、遂宁市常务副
市长吴相洪分别向射洪市委书记蒋
喻新、射洪市长张韬授牌授印，标志
着射洪市正式成立。射洪成为四川
年轻的县级市。

今年 7月 12 日，经国务院批
准，民政部批复同意撤销射洪县，设
立射洪市（县级）。射洪由此成为四
川第18个县级市，也是国家解冻县
改市审批后四川第二个获批的县级
市。

射洪，一座历史悠久、山水相依
的文化名城，是四川传统“工业强
县”，培育了舍得酒业、美丰股份、天
齐锂业等多家上市公司，集聚了
116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全国
全面小康成长型百佳县、全省县域
经济发展强县、全省唯一的丘陵地
区经济发展示范县。

目前，射洪正积极构建以锂电
新材料、电子信息、绿色食品等三大
主导产业和机械制造、精细化工、高
端纺织等三大支撑产业为骨架的

“3+3”现代产业体系。2018年，射
洪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77.40亿元，
比上年增长9.0%，人均GDP达到
42779元。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推
进撤县设市，实现由“县”向“市”的
跨越，成为射洪长期以来的夙愿。
1994年5月，射洪撤县设市领导小
组成立，正式开启撤县设市的努力。

投票方式

下载封面新闻客户端，进入【我
的】-【封蜜club】2019十大经济影响力
人物榜单评选活动页面进行投票操作，
或通过专题页链接进入投票通道。

投票规则

本次活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
则，每个用户每天可给每个榜单（人物/
事件/企业）投 10 票。禁止刷票等行
为，后台发现后立即取消资格。

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评选
采取公众投票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
式，网络投票将作为重要评选参考，但
并非最后评选结果。

扫描二维码
进入报名页面

投票通道链接：
http：//h5.thepage.cn/2019jjrw/
推荐通道链接：

http：//h5.thepage.cn/2019jjrw/pply.html

榜样中国·2019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人物
大 型 评 选 活 动

龙潭新经济产业功能区

智能酒店科技感十足
“2019四川十大产业园区”候选

名单上，暂居榜首的永祥新能源花园
式园区，票数突破5万。

该榜单竞争激烈，其中暂时名列
第三的是成都龙潭新经济产业功能
区。这个成都市批准的第一个新经济
产业功能区，发展定位是建设“新经
济·生态城”，正在发展以数字经济、智
能经济为主导、共享经济为特色的产
业功能区。

刷脸进入酒店，进入电梯都不需
要按楼层，来到门口最多两秒钟房门
就打开了，随后窗帘自动关闭，空气净
化器自动开启，客人走到哪个房间，哪
个房间的灯就自动打开……

在智能经济方面，位于园区的呈
祥集团与小米科技合作打造了集中式
智能酒店和智能公寓示范项目，其中
五星级智能化精品酒店不久将正式投
入运营。

除了小米科技外，记者了解到，
呈祥集团还分别与电信成都分公司
签订《5G合作协议》，将在呈祥国际

大厦打造 5G 智慧楼宇示范点；与
浙江民泰银行成都分行签订《银企
战略合作协议》，设立民泰商业银
行龙潭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点，为龙
潭新经济产业功能区企业提供金
融私人订制服务；与杭州绿云科技
签订《战略框架合作协议》，建设呈
祥国际云计算酒店管理信息系统，
实现高度中央化无缝管理的智能
化酒店。

目前，该功能区内聚集了以航
天通信、赛英科技等为代表的数字
经济企业285家，以卡诺普、成焊宝
玛等为代表的智能经济企业 196
家，以雪松控股、金域检验等为代表
的共享经济企业 177 家，产业生态
圈创新生态链初步构建。

新经济领军人物新秀不断

易冲无线CEO参选
在“2019四川十大新经济领军人

物”榜单中，不时出现新鲜血液。其
中，易冲无线CEO、80后潘思铭有着
一份不错的履历：2008年毕业于清华
大学电机系，2010年和2015年分别

获得美国密苏里科技大学电子工程硕
士与博士学位。

无线充电行业具有千亿级的发展
潜力。据已有报道显示，如今在整个
无线充电领域，几乎70%的专利来自
易冲无线团队。

2016年，潘思铭从硅谷来蓉发
展并加入了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
究院，担任无线电能传输与电磁技
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同年，他创办
了成都易冲半导体有限公司，致力
于无线充电芯片的研发，在当年8月
就成立了公司，12月就做出了首个
无线充电器。2018年，潘思铭也被
列入了成都新经济百名优秀人才之
一。今年2月，在成都加快建设全面
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推进大会
上，他是 200 名受表彰的先进个人
之一。

据了解，该公司预计在2019年将
完成3亿元销售订单，缴纳企业税收
1000万以上。除了在天府新区设有
研发中心和智能中心，该公司还在北
京、上海、深圳、中国香港、美国硅谷设
有技术支持和销售团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燃岸

“影响力”彰显四川经济活力
“2019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人物”评选火热投票中

两大学生被困原始森林
凌晨3点紧急营救
民警冒险下到悬崖

丹巴民警历时13小时救援，两人成功获救

截至 11月 18日，“榜样中国·
2019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人物”大
型评选活动已启动14天，五大榜单
总票数突破80万。

目前，暂居“2019四川十大经济
影响力人物”榜首的是哈尔滨银行成
都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刘敏，“2019四
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事件”榜首为四川
康定机场集团——甘孜格萨尔机场的
通航，“2019四川十大新经济领军人
物”榜首是成都美尔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创始人龚连胜，“2019四川十大
领军企业”榜首是四川蓝剑饮品集团
有限公司，“2019四川十大产业园区”
榜首为永祥新能源花园式园区。

除了投票通道，推荐通道也在持
续开启中，陆续有新的候选者加入。
投票将在11月29日14点截止，快来
为你心目中的“人物”“事件”“企业”
和“园区”加油。

为体验生活，四川某高校两
名大四学生，徒步攀爬甘孜州境
内墨尔多山，结果被困原始森林
悬崖处。

11月15日下午，被困数小时
后，两人情绪开始紧张、暴躁，并
接二连三地向民警打电话，要求
派直升飞机对他们进行快速救援
……当地立即组织人员救援，历
时13小时后，两人被成功营救。

成都龙潭新经济产业功能区。

救援人员用救援绳将被困者营救上来。

两名大学生成功获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