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

一场卫浴行业的环保淘汰赛已
经开场， 这一次最快拿到胜出券的
是恒洁！近日，恒洁以其多年在节水
产品研发和普及推广上的出色表
现， 成为行业首家获得水效标识备
案中心颁发的 “普通坐便器水效标
识备案001号”及“智能坐便器水效
标识备案001号”的企业！

水效标识， 是指采用企业自我
声明和信息备案的方式， 表示用水
产品水效等级等性能的一种符合性
标志。 水效标识的实施规划及水效
标识的样式和规格，由国家发改委、
水利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
国家认监委会共同制定。 根据国家
标准GB25502-2017， 水效等级1级，
表示该坐便器平均用水量小于或等
于4L；水效等级2级，表示平均用水

量小于或等于5L。
而《水效标识管理办法》从2018

年3月1日起实施，意味着在冰箱、空
调等电器实施能效标识后， 坐便器
等用水产品也拥有了自身的水效标
识———成为又一类需“持证上岗”的
家用产品。 而拟于2018年8月1日起
实施的《坐便器水效标识实施规则》
规定，凡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
水效标识的产品目录》的产品，都需
贴上“水效标识”。

恒洁普通坐便器及智能坐便器分
获的“水效标识备案001号”，也是中国
卫浴行业首张水效标识备案证书。寓
意“头牌”的“001号”是国家权威节水
管理机构给予卫浴生产企业的至高肯
定———表明恒洁节水卫浴产品的质量
和管理达到了全行业的领军水平。

行业第一家！
恒洁获坐便器水效标识备案001号

3 综 合 2018年8月3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李文明 责任校对：周彦 美术编辑：鹏鹏

电话：87863164邮箱：kanyzbjb@163.com

高邮高新区境内的神
居山，是1200万年前因火山
爆发、岩浆迸射形成 。据考
证是我国古代三皇五帝之
一的帝尧出生之地及早期
活动中心。西汉广陵王刘胥
墓葬群亦发掘于此。

昨天冒出的温泉来自
地下3006.68米。 从开始找
打井位置， 到打出温泉，用
了近两年时间。

这口井内的温泉水有

什么神奇？
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地

热中心主任杜建国昨现场
宣布 :“经检测，高邮市送桥
镇神居山RGS1地热井地热
水水化学类型为Cl-Na型
水，PH值为7.23， 属弱碱性
地热水。”

据介绍，该井井口水温
达80℃， 地热水矿化度高，
碘、锶、偏硼酸和水温达到
国 家 医 疗 热 矿 水 命 名 标

准，溴、锂和偏硅酸浓度达
到国家医疗热矿水浓度标
准 ，可命名为富含溴 、锂 、
偏硅酸的碘 、锶 、偏硼酸型
医疗热矿水 ， 综合水质可
与冰岛蓝湖等顶级国际温
泉媲美。”

汪集旸院士介绍，通常
溴、碘、锂元素在海洋中被
富集，从元素分析看 ，神居
山温泉的成因可能与海洋
沉积有关。

中科院院士汪集■：“这样好水质的温泉，世界
上也没有几个”

高邮发现
罕见高品质温泉

专家称综合水质可与冰岛蓝湖等国际顶级温泉媲美

高大的钻井架屹然矗立， 圆形
的体验池内， 一股股温泉从地下喷
出……昨天上午， 高邮神居山温泉
举行出水仪式， 现场群众和工人们
兴奋地洗手体验。据悉，神居山地区
RGS1地热井为我国罕见矿化度极

高的可作医疗、 工业用途的地热井
水， 水温达到80℃。“这样好水质的
温泉，世界上也没有几个！”地热和
水文地质专家、 中科院院士汪集
亲自到场， 更兴奋地写下 “神居山
温：神山神水神泉，宜居宜业宜游”。

神居山温泉有多大可
利用量？

杜建国介绍，地热资源
是可再生的绿色资源，地下
热水被抽出后，会由周围的
深层水补充，但日采量要有
一定控制。根据测算 ，神居
山 温 泉 最 大 日 出 水 量 为
1928吨。

“参考国内地热开发利
用新领域、新技术 ，这口井
地热水可广泛应用于供暖、
休闲娱乐、医疗保健 、地热
空调、特种养殖、种植、温室
以及烘干、制冷等多领域。”
杜建国说。

“神居山地热温泉成功
勘探，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
串联开发中国光明小镇、移
步易景生态长廊、 高邮湖、
神居山景区和神居山温泉，
倾力打造国内著名的温泉
旅游度假目的地。” 高邮市
副市长、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王永海说。

目前全国各地都不缺
温泉度假村、 温泉小镇，作
为“中国温泉之城”的扬州，
如何避免同质化发展？老百
姓如何选择温泉？

“全国温泉很多 ，我们

的 会 员 单 位 必 须 是 真 温
泉 ，具有三证———勘探证 、
采矿证 、取水证 ，还要打水
检测 。”中国旅游协会温泉
分会秘书长张越介绍 ，国
内有些温泉自己打井 ，不
进行水质监测 ， 这是得不
到官方认可的 。 “此外 ，国
外民众十分看重温泉的医
疗作用 ， 温泉往往是具备
康 养 功 能 的 大 众 消 费 项
目 。”张越表示 ，在我国更
需要重视温泉康养作用 ，
并向康养方向发展。

通讯员 李生林 赵国海

记者 尚东 聂超

优质温泉来自地下三千米

将打造温泉旅游度假地

出水仪式现场。

江都医生火车上“生死营救”
乘客火车上突发急性左心衰，她临危不乱，科学急救缓解病人病情———

本报讯 （江萱 董鑫） “虽
然时间过去10多天了， 但我一
直牵挂着老人的病情， 希望老
人健康平安 。”昨天 ，在扬州市
江都人民医院， 该院重症监护
室主治医师张晓丽回忆起在火
车上急救一位急性左心衰患者
的场景时， 至今还念念不忘着
患者的病情。

8月18日晚上11时
许， 从北京开往扬州的
Z29火车车厢里，突然传
来播音员急 促 的 求 援
声 ：“1号车厢有一乘客
突发病情， 急需专业医
生给予救援。” 此时，躺
在2号车厢床上的张晓
丽，听到求援声后，医生
的本能促使她从床上爬

起来，立即跑到了1号车厢。
眼前的病人年纪60多岁 ，

全身大汗，正大口大口地喘气，
话也说不出来。而此时，火车乘
务人员和一些热心旅客以为病
人是低血糖，正给他喂糖水、橙
汁等。张晓丽仔细观察发现，患
者体型偏胖， 她又询问了病人
同伴， 得知病人没有糖尿病病

史，且饭后不久，张晓丽判断这
不是低血糖症状。于是，她立即
制止车内人员给病人继续摄入
带有糖分的水和饮料。

随即，张晓丽请乘务人员拿
来听诊器、血压计以及急救包。经
检查，病人血压180/120mmHg，偏
高；心率120次/分，偏快，且病人
两肺底有明显的肺湿啰音。这时，
病人伴有咳嗽症状，且吐出的痰
液为粉红色，凭借多年的急救经
验，张晓丽初步诊断患者为：急性
左心衰。

根据初步诊断的病情，张晓
丽立即请乘务人员打开车窗通
风，让病人呼吸更多氧气。因为
急救包内可用药物并不多，她从
中取出硝酸甘油片，让病人舌下
含服，降低血压；同时让病人保

持端正坐姿， 减少下肢血液回
流，减轻心脏负担，以防病情再
次恶化。 鉴于病人情况危急，她
向乘务人员建议，找附近站点临
时停车，并联系120在站台待命。

10分钟的急救后， 病人病
情开始舒缓， 气喘也不似刚才
那般厉害， 也能开口断断续续
说出话来。随后，火车在天津静
海站临时停靠， 张晓丽和乘务
人员、热心乘客一起帮忙，将病
人抬上了担架， 并嘱咐病人要
保持坐姿和吸氧。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听到求救的广播声后，我相信换
成其他医生一样也会挺身而出
的。”张晓丽告诉记者，这些天自
己也一直牵挂着这个病人的病
情，希望老人能顺利度过这关。

开学在即，“阳光女孩”陈得之牵动着广大市民的心

“你是家里顶梁柱，
要一直坚强乐观！”

“小姑娘，你的故事
我们都听说了 ， 棒棒
哒！”昨天，本报连续关
注的江都“阳光女孩”陈
得之家中， 又来了一群
好心人， 他们是来自邗
江区双桥街道卜桥社区

的“红马甲义工队”志愿
者。刚进门，队长王培华
大妈就向陈得之竖起了

大拇指。
这群志愿者大妈 ，

赶在开学前，给孩子送来
了2000多元的助学金和
许多课外书籍。社区党建
红盟单位扬州二十四桥

宾馆工作人员也一并前

来看望，给小之买来了新
书包等学习用品。

“以后有困难了，直
接跟我们说！” 临走时，
王培华拉着梅顺英的手

说道。她还鼓励小之说：
“你现在是家里的顶梁
柱了， 要一直坚强乐观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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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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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丽医师。本人供图

“阳光女孩”
后续报道

（上接1版） 给包括通宇钢管在内的全国
钢管企业带来了很大影响， 不少小企业
关门转行， 甚至很多国有制管企业都经
营困难。

订单少了， 企业怎么办？2012年，通
宇管理层作出决定， 在高钢级油气输送
用螺旋焊管的研发和双金属复合管、钛
管的研发基础上，继续加大投入力度，研
发耐酸性介质的高钢级螺旋焊管和替代
进口的高温高压合金焊管等新产品。“这
样做一是在第一方阵内和国企错位发
展，实现局部超越，二是练好企业内功。”
方晓东介绍，2012年， 在政府的推动下，
通宇钢管与我国石油管材研究工作的主
要开创者之一中国工程院李鹤林院士成
立了院士工作站。

“李鹤林院士是国内唯一一位致力
于焊接钢管研究的院士。” 方晓东介绍，
在李鹤林院士的指导下， 企业开始积极
研发可替代德国、 日本制造的合金管的
生产工艺，并突破合金管的研发瓶颈，克
服了“热处理”、“焊接”等技术难点，成为

国内首家研发、 掌握合金管制造技术的
企业。与此同时，通宇钢管还领衔编制国
家标准，参与编制了国家标准1项，主编
了国家标准1项。

2015年开始，“新气” 项目、“鄂安沧”
项目等国家级项目上马， 正是凭借着在行
业寒冬时的坚守，通宇再一次过关斩将，抢
下了一个又一个订单。目前，国内炼化装置
用的合金焊管80%以上都是“通宇造”。

企业家说：“那两年， 行业发展处在
低迷时期，有人不理解，都这么难了，还
砸钱搞研发做什么？”严加尚说，最困难
的时间里，企业重点做了两件事：一是搞
新产品，二是制定国内行业标准，事实证
明， 这两点为企业后来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

“没有永远的冬天， 三九天不做春
衣，春天到了你穿什么？”严加尚打了一
个比喻，2015年寒冬过了，行业又迎来春
天，可有的企业没有“春衣”，没有拳头产
品。 更重要的是， 通过制定产品国家标
准，通宇掌握了行业的话语权。

造输气管的又开始琢磨“核电
管”，通宇人说：高质量就是“不但能
做还能做到最好”

发展故事：局部超越，是通宇钢管对
未来发展的定位之一。

“与中石化、中石油的下属国有制管
企业相比， 资金投入我们没有优势。”严
加尚介绍， 通宇为此确定了自己的发展
方向，与国字号大企业错位竞争，在某些
产品上做优做强，实现局部超越。

“我们现在正在研发核电岛内与岛
外连接的工艺管， 虽然一个核电站用量
不大， 但目前国内核电厂用的都是从德
国进口的， 国内还没有一家企业能做。”
严加尚说，如果拿下这个制高点，总的市
场也很大，更重要的是，可以打破德国企
业对这一产品的垄断， 降低国家的采购
成本，加快采购进度，便于质量控制。

心有多大、梦想就有多远。在通宇人
眼里，心就是对科研的追求。记者了解到，
近几年来，通宇钢管一方面对生产线进行
智能化改造， 从传统产业向先进制造、智

能制造过渡，先后采用了内外焊图像采集
识别自动跟踪系统、带有图像自动存储的
超声波连探系统等智能装备，还自行研发
了水压系统后压头数据透明（无线）传输，
打破了信息孤岛，各设备数据上传至总控
制室， 提升了企业产品制造的科技含量，
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同时，我们将专利作为赢得市场竞
争和掌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支撑， 公司
共获得授权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
18项。”严加尚介绍，根据市场需求，近几
年，通宇钢管进行多个项目的研发，其中
两个项目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两
个项目获得部级科技进步奖。

企业家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什
么？”严加尚说，对企业而言，尤其是对传
统制造业而言，基础就是科研，没有拳头
产品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何来高质量？
严加尚告诉记者， 通宇每年的技术研发
费用都保持在产品销售总额的3%以上。

“能做是一回事，能做到最好是另一
回事。”在严加尚看来，能做终会在竞争
中沦为其他企业的代工者， 而做到最好
才是实现企业长远发展的根基。

通宇钢管缘何屡中国家项目？

这
两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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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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