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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随州广水县一位 94 岁的老奶奶行动不便。按照规

定，激活社保卡必须进行人脸识别。无奈之下，家人只好抬着
老人完成了人脸识别。这几天，与此同时引起热议的，还有湖
北秭归一老人冒雨去交社保却被拒收现金，黯然神伤、手足无
措的新闻。

透过老人的表情，我们更应该看到有关单位、有关银行的
冷漠。面对老人，难道就不能网开一面，不能多一些细心的考
量、细致的服务？数字化、信息化的道路上不能落下蹒跚的老
人，这是文明社会的底线。“抬着老人刷脸”丢的是“技术冷漠”
的脸，更是“作风粗糙”“缺乏温情”的脸。

文/沙 扬 图/曹 一

“抬着老人刷脸”丢了谁的脸

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大考，也是对公民科学素
养和科学精神的检验。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
会上强调，“尊重科学，集中体现了中
国人民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实践品
格”。经过大战大考的淬炼，我们更
加深刻地认识到，求真务实、开拓创
新是最为宝贵的实践品格，越是面对
风险挑战，越要遵循和把握科学规
律，努力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
开新局。

正是因为科学把握疫情传播规
律、科学把握医疗救治规律、科学把
握疫情防控规律，我省才能用 28 天
时间实现本地确诊病例“零新增”，再
用25天时间实现本地确诊病例治愈

“清零”，到第三个月基本实现生产生活
秩序全面正常化；才能保持新冠患者

“零病亡”、医务人员“零感染”。可以
说，尊重科学，是中国抗疫取得重大战
略成果的重要密码，也是江苏抗疫能够
交出“优异答卷”的原因所在。

科学精神，既体现在求真务实，还
体现在开拓创新。在这次抗疫中，全
省各地积极创新思路办法，掌握了工
作主动权：强化企业防控主体责任，对
重点人员严格集中隔离，构建联合流
调机制，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方面取得
显著成效；设立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
管区，加强转运接转点保障工作，建立
国际船舶输入疫情处置机制，筑牢“外
防输入”第一道防线；为复工企业开通
核酸筛查检测服务，打造智慧云平台，

建立企业驻厂员制度，有力有序推动
了复工复产。江苏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双胜利”的实践充分证
明，面对发展道路上的“灰犀牛”“黑天
鹅”，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相信
科学、依靠科学，尊重知识、遵循规
律，才能在风浪面前处变不惊、化危
为机。

尊重科学是伟大抗疫精神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推动国家进步的强大力
量。在同大灾大疫的艰难斗争中，我们
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乘风破
浪、稳步前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秉
持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实践品格。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
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去观察、思考、分
析问题，多次强调尊重科学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历史和实践证明，发展环境越
是严峻复杂，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尊
重科学、把握规律，向科学要答案、要方
法。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
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抗击疫
情的艰辛历程，也是一次对公民科学
精神的洗礼和理性思维的重塑。当
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各种风险
挑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科学精神、
科学素养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面向未
来，我们要在把握时与势、危与机的辩
证关系中，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
求变，涵养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科学
精神，锤炼“任凭风浪起，勇开顶风船”
的底气和能力。

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尊重科学
—— 论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凝聚磅礴力量

本报评论员

“我们不会忘记，广大苏商苏企挺
身而出、‘以义战疫’的情怀担当。”11
月26日，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
大会上，省委书记娄勤俭动情地说。

在疫情最紧急、物资最短缺的阶
段，一大批苏商苏企坚决服从调度，
保一线、保大局。抗疫缺什么，江苏
就生产什么；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
江苏制造。在大战大考中，彰显了苏
商苏企的担当。

倾力驰援，苏企奋不顾身

“施工机械：江苏徐工集团；板房
生产：江苏吴江；板房安装：江苏连云
港⋯⋯”在武汉“战情”最紧急的时
刻，一张被网友点评为“火神山雷神
山被‘基建狂魔’江苏承包了”的截
图，在网上广为流传。

哪有什么“基建狂魔”，不过是江
苏人的奋不顾身！在疫情最紧急阶
段，前线的抗疫物资，不论是环保设备、
建筑材料，还是医疗器械、家电家具，背
后都有江苏企业和江苏工人的身影。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得
知筹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消息，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立刻组
织驰援。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民
说：“徐工第一时间组织施工机械 52
台套、超过 60 名操作人员支援武汉，
24 小时不间断施工。累计组织 332
台设备驰援武汉、郑州、北京等地的

‘小汤山医院’建设，为全国抗击疫情
扩建生命救援通道。此外，徐工还向
国内相关应急管理部门捐赠价值
300 余万元的 N95 口罩、防护服等各
类防护物资，并捐资 540 多万元全力
支援疫情防控工作。”

“2 月 1 日，我们接到雷神山医院
配电设备紧急增援需求——30 台开
关柜须2月4日前送到前线。”大全集
团总裁徐翔回忆说，集团第一时间集
结相关人员、物资。2 月 3 日下午 1
点，供应雷神山医院的电气产品生产
全部完成。“能够用实际行动支持湖
北，这是江苏企业家应有的担当。”

“武汉宣布建设‘火神山’‘雷神
山’后，我们公司负责承担‘火神山’‘雷
神山’的负压手术室、ICU、负压病房等
核心区域的净化空调方案制定与设备
供应。”南京天加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蒋立说，“天加在收到火神山、雷
神山项目确认设备参数的24小时内完
成所有设备的调集、整改与发货。疫
情发生以来，天加已连续助力700家医
院、100多家PCR检测实验室，为抗疫
筑起一道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疫情面前，在苏外企也纷纷伸出
援手。1 月 31 日，菲尼克斯电气了解
到，雷神山医院建设项目急缺电气产
品，公司24小时内完成从沟通到发货
的所有工作。菲尼克斯电气的系列产
品用在雷神山医院 ICU 中，雷神山医
院快速实现全部送电。菲尼克斯电气
中国公司总裁顾建党对具体对接捐赠
的同事表示：“只要是雷神山医院建设
需要，菲尼克斯电气都无偿提供产品
和技术支持，你们无需请示汇报。”

火速转产，展现家国情怀

重要物资保障是战“疫”获胜的关
键之一。疫情发生后的短时间内，全省
口罩产量从每天 200 多万只增加到
2300多万只，医用防护服产量从每天
不足1万套增加到近12万套；在疫情最
紧急的时刻，江苏向国家调出医疗物资
2327万件，支援湖北294万件，支持对
口援建、帮扶省份、帮扶地区240万件，
充分展现苏企的家国情怀和社会担当。

一大批苏企“火线”转产。“2 月 1
日，红豆集团连夜成立防护服项目部，
将西服生产线‘秒变’防护服生产线。
2月7日，红豆集团再次连夜立下军令
状——将一般防护服日产量从1万件
提高至 3 万件。”红豆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局主席周海江说，为缓解防疫物
资紧缺情况，红豆集团以最快速度生
产隔离衣、防护服、口罩，先后支援抗
疫一线的隔离衣达65万件，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称赞红豆
集团是抗击疫情“军工厂”。

“在疫情发生之前，全国医用防护
服每天产能2万件，南京际华集团用3
天时间，实现顺利转产。然后用了20
天时间，从每天生产 200 件，到日产
45000 件，2 月 27 日以后每天产能达
52000 件。”际华集团党委委员、南京
际华 3521 公司董事长夏前军对疫情
保供记忆犹新，“疫情最严峻的时候，
我们冲在前线扛起企业担当。际华集
团旗下的南京3家企业，从2月6日复
工到3月初，1个月内共生产防护服超
过100万件，成为江苏产量最大、全国
产量居前的防护服生产企业。”

“能够为抗疫尽微薄之力，企业
所有员工都倍感自豪。”无锡市宇寿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缪李平说，
为了保供，公司大年初五就正式复
工。10条口罩生产线用工约180人，
到3月初日产能已超过30万只，全部
为医用口罩，专门保供医院。

“我们原本是做个体防护服装
的，为了疫情防控，转产做医用防护
服。从大年初一开始准备，大年初五
便正式生产。到 2 月底，我们的医用
一次性防护服一类和二类日产能达
到 1.5 万件。”圣华盾防护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王炳来说。

疫情肆虐时正值春节，很多工人因
返乡无法及时返岗，不少企业老总当起

“操作工”，甚至一个人扛起一整条生产
线。大年初二，正在盐城过年的苏州盈
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负责人袁传伟突
然接到合作伙伴的紧急电话：“疫情严
重，湖北急需过氧化氢消毒器。”袁传伟
星夜返程，迅速办理复工手续，启动了
一个人的生产线。袁传伟说：“那段时
间一天只能睡两个多小时。但是再辛
苦，总比疫情夺去人的生命要好。”

复工复产，按下“快进键”

复工复产按下“快进键”后，全省
广大企业在“苏政50条”“惠企20条”
的保障下，全力保市场、保份额、保订
单，努力把被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江苏的抗疫实践充分证明，“发
展才是硬道理”。面对疫情大考，15
个省重大项目春节期间一直未停工，
总投资达 490 亿元，包括无锡中环集
成电路、淮安实联化工电子级特化品
等项目。“疫情初期，正值项目的产能
爬坡关键期，生产规划去年就做好

了，原物料储备到今年 3 月，不能因
为疫情中断公司发展。”江苏时代芯
存半导体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回忆
起那段“连轴转”的日子，感慨良多，

“半导体行业比较特殊，全公司上下
争分夺秒，一点都不敢懈怠。”

位于苏州工业园区内的艾博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创新型生物医
药公司，从事新冠病毒mRNA疫苗的
研发。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博告诉记
者，“助力经济循环畅通和稳定持续发
展50条出台后，企业申请了疫苗研发
的专项资金，仅5天，200万元专项资
金就到账了。未来将迈开步子搞创
新，努力为高质量发展作贡献。”

受海外疫情影响，国际市场需求
不振，江苏外贸企业在危机之下全力
保市场、保份额、保订单，开辟出一条条
新路。“面对物流通道减少、仓储费用上
涨，我们积极转变思路，在日本、美国等
国家建立自己的仓库，同时与第三方
仓储合作，将产品更快地送至客户手
中。”苏州小哈王母婴服饰用品公司是
一家跨境电商企业，公司首席运营官
赵明全说，公司团队尝试做跨境直播，
通过网络直播向国外采购商售货。

全力保护外贸外资市场主体，江
苏实现外资外贸逆势增长。1-10月，
全省新设立2646个外商投资项目，实
际使用外资 236 亿美元，同比增长
9.9%，规模继续位居全国首位；1-10
月，全省累计进出口36199.5亿元，同
比增长1.2%，规模继续位居全国第二。

易轩包装制品（连云港）有限公司
是一家从事包装制品、无纺布等加工
与销售的制造企业。公司负责人何正
斌说，受疫情影响，今年出口订单一度
不断下滑。与客户沟通时，不少人咨
询“防护用具”“防尘口罩”等产品。他
们快速调动公司旗下的工厂抢抓口罩
生产，4 条口罩生产线每天约生产民
用防尘口罩50万只，被列入省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

正是全省上下齐心协力、共同努
力，我省在攻坚克难中推动高质量发
展迈出了坚实步伐。今年前三季度，
全省经济增长 2.5%，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增长 1%，进出口增长 0.8%，实
际利用外资规模全国第一。

本报记者 许海燕 王建朋
丁茜茜 颜 颖 沈佳暄

我们不会忘记，广大苏商苏企挺身而出、“以义战疫”的情怀担当 ——

奋不顾身，彰显家国情怀

江苏战疫群英谱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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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邮电大学应用技术学院近百名大学生来到南京国际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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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玩转长三角盲盒，让世
界读懂中国。在省委宣传部、省委网
信办的指导下，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历
时 半 年 精 心 打 造 的“ 在 中 国 ，看
Frank打开长三角‘盲盒’”大型互动
式融媒体产品，1日正式对外发布。

追求年轻态、真实感、可视化，
使国际传播更真实可感,该融媒体
产品以在中国生活近 30 年的英国
媒体人 Frank 的独特真实视角、以

“盲盒”这一全球年轻人喜爱的事物
为载体，以柔性方式吸引国内外受
众打开“盲盒”，探寻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故事，寻找答案、感受变化，感
受充满活力的长三角，由此读懂充
满活力的中国。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
深入实施的当下，主流媒体如何“破
圈”？如何在新闻内容生产上坚守价
值边界的同时，在媒体融合转型中拓
展发展边界？“在中国，看Frank打开
长三角‘盲盒’”融媒体行动，就是主
流媒体积极与年轻人互动的一次探

索，也是主流媒体推动媒体融合，在
国际传播领域的一次生动实践。

从12月1日至8日，新华报业将
持续推出双语报道、短视频、新闻H5、
新闻游戏等融媒体产品和实物玩偶等
新闻周边产品。融媒体产品除了在新
华报业全媒体矩阵分别呈现外，还将
在美国《侨报》《华盛顿中文邮报》、法
国《欧洲时报》等20余家海外华文媒
体、社交媒体及新媒体平台同步发布，
打造立体式、矩阵式国际传播。

省委宣传部、省外办、省侨办、省侨
联有关负责人出席了此次发布活动。

（峥 嵘 叶 真 朱 娜 诗 涵）

“在中国，看Frank打开长三角‘盲盒’”
大型融媒体产品在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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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转小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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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