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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玉环 APP”今日玉环数字报

本报讯 明天，“扬帆
东海 寻味玉环”2020 玉环
闯海节暨海洋民俗体验季
活动将在鸡山拉开序幕。
连日来村民忙前忙后，为即
将到来的海岛文化嘉年华
做准备。

昨天上午，记者一踏上
鸡山岛，浓郁的“海味”扑面
而来。鸡山码头风情街上
的20个摊位依次排开，改造
美化后的摊位融入了海洋
元素，成为东海海鲜美食及
特色产品展示的“门面”。

为了“备战”闯海节，鸡
山鲜溢鱼鲞店老板王相义
和大多数摊主一样，已经忙
活了好几天。“我准备了马
鲛鱼干、扒皮鱼干、带鱼干、
鲳鱼干等十种鱼干，重量有
几百斤，希望有更多游客可
以品尝到地道的鸡山鱼鲞，
把鸡山鱼鲞这块‘金字招
牌’打出去。”王相义说。

村民陈东方正在布置
自己的摊位。她的摊位主
打熟鱼干，开袋即食，香脆
可口。为了方便游客购买，
她还准备了环保包装袋，贴
上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这
样顾客以后就能在线上下
单了。“闯海节是我们鸡山
的大事，我们都非常兴奋，
早早就开始准备，等着大家
前来游玩。”陈东方热情地
说。

开幕式是此次闯海节的重头戏，除了壮观的起航仪式，开
幕式上还准备了击鼓、传统渔船螺号、特技表演等节目，表达
渔民对旗开得胜、满载而归的美好期盼。

活动主办方特别策划的“鸡山美食美购打卡”活动也是其
中一大亮点。工作人员将沿线设置道路指示牌，提前把美食
放置在岛上8个指定的打卡点，邀请游客、嘉宾携带美食购物
代金券和鸡山美食美购地图参加体验活动。

当天，“无限玉环”APP将现场直播活动盛况，并在直播间
举行“百县千碗·玉环东海之宴”美食推荐活动。

“我们将通过网络直播带货、现场打卡体验、传统民俗表
演等多种形式，充分展示东海渔民岛居生活生产特色，彰显当
地人文风情，全方位推介玉环旅游特色，树立海岛文旅消费新
形象。”鸡山乡党建办负责人王加进说。

（李敏敏 沈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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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在市市容环
卫有限公司，一块长约 6米、宽 3米的
大屏幕引人注目，该公司 120多辆环
卫车的行驶轨迹在这里一览无余，作
业状态也能实时掌握。

这是我市新推出的“环卫车辆实
时监控系统”综合智慧平台，也就是

“智慧环卫”平台。该平台通过每辆
环卫车上安装的GPS定位器及RFID

标签，对各环卫车进行24小时不间断
在线监测，并实时向后台反馈车辆运
行数据与运行轨迹。

“玉环大酒店的易腐垃圾还未清
理……”当天上午9时许，市市容环卫
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环
卫”平台，通知作业人员立即前往玉
环大酒店运收垃圾。

“有了这个平台，指挥中心的工

作人员只需盯着大屏幕，就能科学管
理、调度人员和车辆。”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市容环卫科科长林明义介绍道。

“我们从 4月开始为 160多辆环
卫车安装该系统，目前已安装了 120
多辆，剩下的将在 8月完成。”当天上
午，中国联通玉环分公司的项目负责
人张斌正在市容环卫有限公司的修
理部，指导工作人员安装、调试相关

设备。
该平台投用后，一旦环卫车出现

偏离路线、超速行驶、超时停车等行
为，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和现场作业
人员都能马上收到报警提醒。这一
功能不仅能方便工作人员监管垃圾
分类装运落实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环卫作业人员的安全性，降低
交通违法行为的发生率。（林俐）

“智慧环卫”平台上线

全天候监管助推垃圾分类

本报讯 近日，一辆辆
装满生活垃圾的市容环卫
车陆续驶入位于玉城街道
西滩村的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与以往的行驶路线
不同，这些环卫车辆纷纷驶
进了另一栋崭新、整洁的建
筑——由市住建部门牵头
新建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二期项目。

在厂区工作人员的有
序指挥下，环卫车辆中的生
活垃圾缓缓倒入垃圾库中，

这也标志着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二期项目实现了垃
圾进料这一重要节点。距
离计划的9月份正式并网发
电仅差临门一脚。

据悉，该项目经过 1年
多建设，克服了现场施工技
术难度大、施工安全风险
高、地质情况复杂及交叉施
工多引起的施工组织难度
大等多重难题，目前已圆满
完成主体土建和主要设备
安装。 （孙迪）

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二期项目实现垃圾进料

“八一”前夕，国家税务总局
玉环市税务局走进武警中队，向
即将退役的官兵讲解创业就业税
收优惠政策和基本办税流程。

章泸月/摄

本报讯 日前，2020年
浙江省重大产业项目（第一
批）名单公布，我市有3个项
目入选，分别是台州九桔科
技有限公司的年产 1000万
只车辆减振器和400台专用
设备技改项目、台州航泰航
空科技有限公司的年产 10
万套航空发动机无缝环锻
件和500万件航空发动机紧
固件项目、浙江旺盛动力机
电有限公司的航天航空产
业园厂房建设项目。

此次全省共安排省重
大产业项目 169个，其中实
施类项目 128个，预选类项
目41个。

此次省重大产业项目
申报，呈现出产业上限制更
加严格、审核上要求更加严
格、时间上要求更加严格等
新的特点，经过项目初选、
部门联审、专家会审等严格
审查程序，最终确定最后名
单。

（本报通讯员）

玉环3个项目入选
省重大产业项目名单

税务宣传进军营税务宣传进军营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吴
才平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传达台
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台州市委五
届十次全会、县（市、区）工作交流会
精神。

市委副书记、市长周阳，市委副
书记阮聪颖，市委常委杨良强、郑志
源、柯寿建、孙群、李宝、杜年胜、庞伟
峰、曹英姬参加会议。

市政协主席林成辉等列席会议。
就贯彻落实台州市委相关会议

精神，吴才平强调，全市上下要吃透

精神，始终坚定建设“重要窗口”“美
丽示范点”的决心，主动在台州市“三
立三进三突围”新时代发展路径中找
准坐标、画好施工图。要负重拼搏，
全力以赴打好逆势奋进攻坚战，重点
要盯牢关键指标，全力以赴打好经济
指标翻身仗；要把稳企业、稳外贸、保
主体作为重中之重，全力以赴打好稳
企助企主动战；要紧抓牢抓项目引
进、项目落地，全力以赴打好项目“双
进”大会战；要以创新玉环建设为抓
手，持续走深走实科技新长征，全力

以赴打好创新引领总体战；要围绕平
安建设，时刻绷紧安全弦，全力以赴
打好防范风险持久战。同时，要强化
担当，切实扛起建设“重要窗口”“美
丽示范点”的职责使命。

会议传达了全省巡视巡察工作
会议暨十四届省委第十轮巡视动员
部署会精神。吴才平要求，全市各级
各部门要提高站位，端正态度，在思
想上、行动上充分做好迎接巡视的全
面准备。要以省委巡视为契机，进一
步优化玉环发展环境，凝聚起干事创

业的激情，更好地推动玉环高质量发
展，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会议还讨论研究了《玉环市“三
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关
于推进新时代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及2020年度市对乡镇街
道部门考核办法，并以书面形式传达
学习全省新时代青年理论宣讲工作
现场会精神、《台州市委办关于贯彻
落实<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和
省委实施办法的通知》。

（应挺刚 张泽鹏）

吴才平在市委常委会议上强调

扛起“重要窗口”使命担当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城市大脑
（智慧城市）应用优秀典型案例评选
结果“出炉”。35个项目经浙江在线
微信公众号、天目新闻客户端网友投
票和专家推荐，被评为优秀典型案
例。我市“云上玉环”智慧消防预警
大数据平台成功入选，网络投票数位
居第5。

“哪怕租户不在家，我们值班人
员也能第一时间发现、处理警情。”玉
城街道解放塘新民小区是最先试点
智慧消防系统的小区，该小区管理人
员王学豹对智慧消防系统赞不绝口。

他告诉记者，住户的手机上装有
智慧消防APP，即便他们不在家中，万
一家中发生火情，烟感器对烟雾浓度
做出反应后，APP就会响起报警声，与
此同时，小区门卫、网格员以及社区

智慧消防平台都能收到报警提醒。
“自从安装了智慧消防系统，我们的
管理工作省心了不少，住户的安全感
也提高了。”王学豹说。

随后，记者来到了解放塘社区智
慧消防指挥站，社区内各处监控摄像
头拍摄的影像都会传输到指挥站的2
台电脑上。该社区专门在电动车集
中充电停放处、楼道口、小区出入口
等区域安装了监控，织密消防安全
网，确保在第一时间发现并处理火
情，做到打早打小打了。

据了解，基于城市治理中消防
“三难”（管理难、协同难、预警难）问
题，我市搭建了“云上玉环”智慧消防
预警大数据平台，构建了“数据中
台＋政府三级管理平台＋可视化作
战中心＋消防物联感知”的整体架

构，通过数据赋能城市消防数字化治
理。2018年 5月至今，“云上玉环”智
慧消防预警大数据平台已在我市 11
个乡镇（街道）和玉环经济开发区、48
个政府部门、254个村居（社区）以及
工业区完成了所有的授权与数据“共
享共用共治”工作，实现多部门数据
协同与事件处理达 5210起。2019年
火灾数同比下降 26.7%，直接财产损
失数同比下降 49.2%，未发生亡人火
灾事故。

“智慧消防是我市消防基础设施
建设的重要内容，运用‘传统＋科技’
的手段，探索‘人防＋技防’的转型消
防管控模式。一年多来，该平台在我
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得我市火灾
数得到明显下降。”市消防铁拳办综
合科指导员谢兴红说。

另悉，此次评选活动共收到来自
全省各地、各部门和相关企事业单位
申报的 140个案例。在为期 9天的网
络投票期间，累计参与投票人数超32
万。入选的优秀典型案例涵盖了惠
企、治堵、健康、文旅、平安、疫情防
控、基层治理等领域，充分展现了城
市大脑（智慧城市）建设的“浙江方
案”。

（林俐 董伯志）

消防管理用上“智慧大脑”
及时预警为安全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