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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郑瀚）日前，乐清市委书记方晖先后
赴石帆街道、天成街道，专题调研指
导村社换届和“全域美”建设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委、温
州市委关于村社换届和生态文明建设
的决策部署，以更大担当、更高标
准、更实举措，坚定坚决打赢村社换
届攻坚硬仗，奋战奋进干出全域美丽
精彩开局，奋力在争先创优的比拼擂
台上交出高分答卷。

方晖实地察看了石帆街道朴湖社
区环境改造提升、天成街道万桥休闲
广场建设等情况。在朴湖社区，通过
环境卫生大清扫，无论国道沿线、背
街小巷，路面均清爽整洁、焕然一

新，该处还通过拆除违建“三基”改
建停车场、安装路面视频监控抓拍等
措施，进一步提升了环境面貌、规范
了停车秩序；迈上已有900多年历史
的万桥，只见一湾碧水从桥下缓缓流
过，古桥岸边的滨水休闲平台雏形已
现，通过政府投入撬动乡贤投资，该
处还将建设城市书吧、文化戏台、儿
童乐园等一系列设施，致力打造独具
万桥魅力的慢生活文化街区。走访
中，方晖还分别召开座谈会，重点听
取两个街道村社换届、“全域美”建设
工作情况汇报，为街道梳理思路、解
决难题，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举措。

方晖强调，要全力打赢村社换届
攻坚战。要拉高工作标杆，学习借鉴

城东街道试点成功经验，让干部下沉
一线，用脚步丈量民情，旗帜鲜明、
大张旗鼓宣传推介“一肩挑”人选，
切实提升群众知晓率、满意率、支持
率，确保实现“高参选率、高得票
率”目标；要强化责任担当，将村社
换届工作成效与干部选拔任用相挂
钩，压实工作责任，激扬担当精神，
攻坚推进重点村整转、信访积案清零
等工作，做到关键时刻迎难而上、越
战越勇；要形成班子合力，坚持把村
社换届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摆在工作
首要位置，做到党政“一把手”领
衔、班子全员压上，以班子的强大整
体合力打赢村社换届硬仗。

方晖强调，要全力打好全域美

丽大会战。要严把整治标准，攻坚
推进环境卫生大整治大清扫，持续
完善精细化管理机制，突出“门前
三包”等责任落实，加快实现环境
提档升级、全面改善；要突出重点
区域，全力抓好104国道、石帆至四
都连接线等道路沿线和绅坊动车站
等重点区域环境整治提升，高质量
打造万桥等特色节点，串点成线、
串珠成链，加快实现“局部美”向

“全域美”拓展深化；要强化宣传发
动，全面发动村社力量，评选“最
美”“最脏”村居，加强正面典型选
树，加大负面典型曝光，形成全民
共建、全民共享的生动局面。

市领导余长友、王东参加调研。

方晖赴石帆天成调研时强调

坚定坚决打赢村社换届攻坚硬仗
奋战奋进干出全域美丽精彩开局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林伊格） 9月
14日上午， 我市举办了2020年乐清市网络安全
专题培训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
强国的重要思想，学懂弄通《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
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了解掌握网络安全事件应急
处置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相关知识，提升网络安全
保障能力和水平。

当前，全球网络安全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大，网
络攻击、网络窃密、网络诈骗、网络黑产、个人信
息泄漏等现象频发，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面临较大的
安全风险，网络安全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社会稳定
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从市网信办了解到，网络
安全专题培训是2020年乐清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其
中一个活动。今年9月14日至9月20日，主题为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的网络安全
宣传周活动将持续进行。其间，我市将开展“网络
安全等级保护工作”宣传、密码安全宣传、网络安
全宣传进基层等专题活动。

市网信办还将联合市教育局、市经信局、市公
安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人行乐清市支
行等单位举行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
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并
开展网络安全宣传教育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
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进车站等活动，希望大
家积极参与，一同促进网络安全知识全民普及、网
络安全意识深入人心。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郑剑佩
通讯员 刘帅

9月14日上午，浙江森大电子有
限公司负责人林先生走进位于虹桥镇
溪西工业区的厂房内，机器快速运
转，工人有序作业。与往常不同的
是，没有了往日发电机发出的轰隆
声。“以往每周一都要错峰停电，企业
要自己发电生产。”困扰林先生10多
年的用电难题，随着电力储能项目落
地溪西工业区，企业用电不再难。

日前，国网乐清市供电公司虹桥
镇线路侧储能工程正式投运，该储能
系统为1兆瓦/2.088兆瓦时系统，满
功率运行时每小时可以向外送电1000
度，是目前浙江省首个线路侧定点储
能项目。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来到溪西工
业区，只见一块平坦的工地上，放着
一个30多平方米的绿色集装箱，不远
处是一个12平方米的升压仓，集装箱
里面是密密麻麻的蓄电池。

作为新一代电网设备，储能站就
像一个超大容量的“充电宝”，在用电
低谷时当作用电负荷充满电力，在用
电高峰时当作发电电源释放电力，有
效填补电力缺口，最大限度保障生产
生活用电。同时，电能的大规模存储

和快速释放功能，能够填补电网常规
控制方法的盲区，实现电能灵活调节
和精确控制。

今年双夏期间，乐清全市最高负
荷为164.61万千瓦，用电形势紧张，
特别是虹桥片区 110 千伏虹桥变、
110千伏周宅变、35千伏淡溪变三座
变电站最高负荷达到206.13兆瓦，整
体负载率 85.9%，达到红色预警级
别，总体负荷缺口在12兆瓦左右，通
过配网互导转供已经无法满足用电需
求。

“我们选定乐清市110千伏虹桥变
学前Y390线作为应用示范线路，该
线路最大可供负荷6545千瓦，其下接
用户以工业用户为主，负荷峰谷差
大，平均负载率低。今年6月份出现
的负荷黑色预警显示，线路最大负荷
达到7400千瓦，缺口在1000千瓦左
右。”国网乐清市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经分析，该线路负荷高峰期有
三个时间段，分别为9时至11时、13
时至15时、20时至22时，而1兆瓦
级别储能电站，在迎峰度夏期间采用
每天3充 3放的模式参与削峰填谷，
可有效规避线路峰值，满足电网的正
常运行需求。

储能项目投运带来最大的好处
是，解决了传统电网发展刚性投资需

占用大量通道资源、线缆设备和上级
变电站资源的难题，将2兆瓦时储能
系统并入配网10千伏线路侧，并与供
电线路精确配合，利用储能电池系统
在谷电时段充电，在尖峰时段放电，
1兆瓦功率2小时即可完成单次充/放
电，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为学
前线12.8公里分支线路、30个台区的
高峰负荷用电提供保障。

近年来，国网乐清市供电公司积

极探索综合能源服务发展路径和模
式，大胆尝试储能系统在配网侧的实
践应用，推进电网由“源随荷动”转
变为“源荷互动”。此次“源网荷储柔
性互动”的实践落地，是国网乐清市
供电公司向多元融合高弹性电网建设
迈出的重要一步，推动低碳能源高效
利用，高质量打造绿色便捷、智慧高
效、坚强可靠的绿色智能电网，全力
保障乐清“全域美”建设。

围墙怎么修 也有大讲究
城市精细化管理落“实”落“细”

电荒？别慌！“充电宝”来帮
乐清投运浙江首个线路侧定点储能项目

网络安全为人民
我市开展

2020年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工作人员察看储能电池运行情况工作人员察看储能电池运行情况。。刘帅刘帅 摄摄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琼洁）云联
世界，乐创未来。昨天，京东智联云数字经济浙江
区域总部产业园开园仪式在乐清举行，将立足乐清
产业、资源优势，打造立足乐清、覆盖浙江区域、
辐射全国的数字经济产业高地。乐清市领导徐建
兵、董庆标、徐海严参加开园仪式。

京东智联云数字经济浙江区域总部项目是京东
智联云第一个省级总部项目，于2019年底在乐清
落地，通过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产业
经济深度融合，将建设省级数字经济产业总部、省
级数字经济研究院、省级大数据中心、“智能+”
产业创新中心等四个平台，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
式、全链条产业运营服务，助力当地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目前，已入驻企业81家、实现产值10.6亿
元，五年内将打造成为百亿级数字经济产业集聚
区。

“乐清作为温州工业产业的排头兵，处在工业
产业创新、科技兴贸创新的前沿地带，已成为大数
据、智能化、科技创新发展的热土。”京东集团技
术副总裁、京东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梅涛博士在
致辞时表示，京东集团将与乐清市开展全面战略合
作，以京东智联云数字经济浙江区域总部项目为源
点，围绕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产业发
展需求，加快搭建乐清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传统
工业产业智能化升级，抢抓“新基建”机遇，助力
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率先形成电商及数字
经济产业聚集效应，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

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建兵在开园仪式上致辞时
表示，乐清将以此次园区开园运营为重要契机，全
方位拥抱数字经济“新蓝海”、扬起数字赋能“冲
浪帆”，借助京东智联云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的技术经验优势，加快推进省级数字经济研究
院、智能产业大数据中心、“智能+”产业创新中
心等高能级科创平台建设，持续推动共享经济、平
台经济、“直播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发展，
让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成为乐清新一轮高质量
发展的主引擎，全力打造浙江数字经济发展先行
区。同时，还将以更宽视野、更大格局把握新一轮
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与国内外更多
的企业、科研院所开展更多领域、更深层次的交流
合作，努力以一流的环境、一流的效率，提供一流
的服务保障。

开园仪式上，京东智联云数字经济浙江区域总
部、乐清京云跨境电商园、京东智联云 （乐清）
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京东智联云（温州）直播
服务中心、京东智联云（温州）商家服务中心相
继揭牌。

构建数字经济
发展新高地
京东智联云数字经济
浙江区域总部在乐开园

百姓说理不用到处跑
柳市镇社会治理服务中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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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试鸣防空警报的通告
为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防空法》，进一步增强市民国防

观念，检验防空警报设施技术性能，

使市民了解和熟悉防空警报信号。

根据上级人防部门的统一部署，经

市人民政府同意，决定于2020年9

月 18日上午10:00-10:23对我市

人防管辖范围内的乐成、城东、城

南、盐盆、白石、翁垟街道，虹桥、柳

市、北白象、雁荡镇的防空音响警报

进行统一试鸣，特此通告。

一、试鸣时间

2020年 9月 18日（周五）上午

10:00-10:03 鸣放预先警报；10:

10-10:13 鸣 放 空 袭 警 报 ；10:

20-10:23鸣放空袭解除警报。

二、警报信号

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

复3遍为1个周期，时间3分钟；空

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

为1个周期，时间3分钟；空袭解除

警报：连续鸣3分钟。

望有关部门、单位做好宣传工

作。广大市民在规定时间听到防空

警报后不必惊慌，并请广大市民看

到此通告后相互转告。

乐清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2020年9月16日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林伊格

9月14日11时许，在市区清远路
石马北闲置地的围墙旁边，两位工人
正在混搅水泥，一旁新修建的围墙已
初现雏形。一个月前，受台风影响，
该闲置地的围墙受损倒塌。目前，建
成区围墙正逐渐被修复。

8月初，台风“黑格比”正面袭
击乐清，台风过境后，建成区部分临
时围墙受损较为严重。乐清日报全媒
体记者了解到，市精细化办和乐成街
道、城南街道、城东街道、乐成中心
城区管委会、住建局等单位根据不同
情况的围墙制定了相应的方案。针对
整段倒塌的围墙或新建围墙，采用地
梁埋地加垫层并设置立柱，围墙用水
泥标准砖砌筑，每间隔50米左右设置
伸缩缝，镂空部分采用瓦片或水泥花
窗开窗，开窗大小根据围墙立柱间的

距离长短采用与之匹
配的规格，顶部采用
瓦片或砖块压檐，色
系为白墙灰瓦；针对
部分倒塌的围墙，采
用修复部分与原围墙
之间用立柱伸缩缝隔

开，修复部分地梁埋地加垫层并设置
立柱，地面的围墙高度、款式与原围
墙保持一致；针对即将出让地块周边
围墙及工程项目完工后就要拆除（重
建） 的围墙倒塌情况，采用简易修
复。

“根据市委市政府推进‘全域
美’建设的工作要求，我们要尽快修
复影响市容面貌的受损倒塌围墙，对
围墙整体形象进行改造提升。”工作人
员介绍，建成区施工围墙改造工作预
计国庆节前完成。

据悉，市精细化管理作为乐清
“全域美”建设八大专项行动之一，从
强化市政设施管护、市容秩序监管、
交通秩序治理等方面着手，突出中心
城区的首位度，做好建成区城市精细
化管理，指导各乡镇街道和功能区开
展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逐渐实现精
细化管理全市域、全覆盖，持续提升

城市“颜值”和“气质”，努力实现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为推进“全域美”建设，提升城
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改善城市道路、
绿化、围墙等设施，由市市政公用工
程建设中心、乐成街道、城东街道等

7家单位开展共65个项目被列入城市
精细化管理建设项目。此外，根据乐
清市城市精细化管理三年行动计划部
署，2020年下半年，指导柳市镇、虹
桥镇、经开区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