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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守牢海上安全防线

生产可追溯 工人打下手

琦星：数字赋能打造﹃智慧工厂﹄

MES 系 统 发 出 指
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
车间“排队”赋码，赋码
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
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
纵下，
“ 蜕变”成电子插
件完美下线……踏进琦
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电子车间，原本传统
的生产流水线，在数字
赋能下变得“智慧”，偌
大的生产车间里，零星
几名工人成了机器间的
“点缀”。
“以前是一个萝卜
一个坑，
现在 3 个人就能
管好一条流水线。”
“琦
星”公司信息部负责人
林海说。
“琦星”是一家集工
业用伺服电机及控制系
统、工业机器人研发、生
产、销售和售后服务为
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先后荣获国家行业
排头兵、国家知识产权
优势企业、国家重点新
产品、全国制造业单项
冠军产品和浙江省隐形
冠 军 等 50 多 项 荣 誉 称
号，在国内行业竞争中
一路领跑，目前正在筹
备 IPO 上市。今年一季
度，
“ 琦星”实现生产值
同比增长一倍多。
一季度“开门红”背
后，只有一个密码：数字
化改革。
今年年初，
“琦星”
将厂房搬迁至大麦屿街
道普青陡门头，占地面
积 69 亩 。 借 着 新 厂 搬
迁，
“琦星”投资 200 多万
元 打 造 的“MES 智 慧 工
厂”有了用武之地，从里
到外优化升级，车间、设
备通过物联网技术连
接，实时监控生产数据，
实现产品从设计、加工、
检测、装配全流程透明
化、智能化、数字化。
扫一扫，标记入库；
扫一扫，查看加工进度；
扫一扫，追溯到第一道
工序……在“琦星”，每
款产品的每个配件，都
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二维
码，平时只要一台电脑，库存数据、订单生产进程都能实时掌
握。
“以前，每道工序换料前我们都要进行人工的物料核对，
费时费力效率还特别低。”在电子车间，首期“MES”系统已上
线投用，每台作业机器边上装有工位机，只要用扫码枪一扫，
车间内所有物料投入、产品产出情况就会及时反馈到数据处
理中心，
管理人员在“云端”
就能把控产品质量。
“一旦有误系统就会自动发出警报，产品哪个环节出现
问题，都能很快知道。自从后台用上了 MES 系统，产品的整
体缺陷率就下降了 15%左右，生产效率提升了 30%，有效缩
短企业生产周期约 45%。
”
林海说。
数字化带来的“甜头”远不止这些。在电子车间的一角，
一批 24 小时作业的工业机器人很是吸引人的眼球，只见它
们有节奏地旋转、摇摆机械臂，按规定程序有效执行命令，点
焊、切割、涂胶……动作精准快速。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四轴机器人，一天下来可以替代
十几名工人，像点焊工序 15 秒就能完成，工人只要在一旁
‘打打下手’
就行了。
”
“琦星”
公司董事会秘书杨俊杰说。
据杨俊杰介绍，近年来，
“琦星”先后自主研发了六轴、四
轴机器人，功能覆盖电机装配、机床上下料、智能焊接、插件
等各环节领域。今年计划将 300 多台自主研发的四轴、六轴
机器人应用在生产线上，
代替近三分之一的一线劳动力。
“大麦屿街道向来重视企业发展，
‘琦星’新厂房建设时
我们主动服务，努力为他们扫清所有障碍。数字化时代来
临，我们坚持政府引导、数字赋能、龙头引领联合机制，推动
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提升，助力企业提升运营效率。”大麦屿
街道党工委书记林杭说。
曹思思 李容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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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渔业安全系统治理暨深化“百日攻坚”工作会议在玉召开
本报讯 6 月 8 日至 9 日上午，台
州市渔业安全系统治理暨深化“百日
攻坚”
工作会议在我市召开，
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相关决策部署，
进一步深
化渔业安全“百日攻坚”工作，确保全
市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台州市领导芮宏、管文新，
玉环市
领导周阳、卢小春、金加树参加会议。
会上，
玉环市委副书记、市长周阳
汇报了玉环渔业安全工作情况。
据了解，
近年来，
玉环始终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构建以“技防、物
防、人防”为核心的渔业安全生产体
系，
有效遏制渔业重大事故发生，
海上
渔船生产形势稳定向好，渔业事故险
情数断崖式下降至 0 起，被评为 2020
年度“全国平安渔业示范县”
。相关工
作获省领导批示，并在全省会议上做
经验交流。

周阳在汇报中表示，
接下来，
玉环
将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全面完成港
口渔板块改革任务，进一步规范渔业
生产秩序，
提升渔业安全生产水平，
以
更加优异的成绩为建设“海洋强省”
贡
献玉环力量。
台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芮
宏在会上充分肯定了玉环渔业安全工
作取得的成绩，
他说，
玉环的渔业安全
管理工作务实精准、成效明显、措施到
位，尤其是可视化监管、渔船分类管
理、网格化编组等工作富有特色，
值得
全市推广借鉴。
芮宏指出，渔业安全生产事关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责任重大，各
级、各有关部门务必要警钟长鸣，
常抓
不懈，
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精心
部署，
落实责任，
确保全市渔业安全生
产形势稳定向好，以优异成绩庆祝建

党百年
芮宏强调，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
识、底线意识，
将“百日攻坚”
工作贯穿
全年，
常抓不懈，
要正视客观存在的问
题，
严起来、紧起来，
压实安全责任，
把
渔业安全重大风险防范和化解摆到前
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要进一步
科学治理、重拳出击，要将关口前移，
积极研究渔业安全工作系统治理体系
和隐患排查、整治的相关标准，
科学精
准治理各类隐患，
同时要利用伏休期，
重拳整治各类隐患，做到隐患排查无
盲区、全覆盖，此外，在统筹做好人员
教育培训、严打“三无船舶”
、渔港综合
改革以及渔船避风锚地建设和环境治
理外，
还要在保民生上求突破，
引导渔
民转产转业，
多措并举，
确保渔民转得
出、稳得住。要进一步压实责任，
力求
实效，坚持渔业安全，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齐抓共管，健全制度体系，坚持
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同时
要切实抓好渔业安全系统治理的人财
物保障，强化督查考核，组织专项督
导、明察暗访、交叉检查，全面掌握动
态，
严肃问责追究。
台州市副市长管文新做相关工作
任务部署。即日起，渔业安全系统将
聚焦渔业船员持证、异地挂靠整治、老
旧渔船治理等重点问题，全面开展隐
患排查整治、渔业管理体系建设、渔船
精密智控建设等工作，全面守牢海上
安全防线。
会前，与会人员还分别考察了坎
门街道渔业三位一体服务中心、市渔
船应急研判预警中心、芦浦镇船舶管
理服务中心等地。会上，
椒江区、路桥
区、临海市、温岭市、三门县分别做了
交流发言。
（路伟凤）

省特色小镇验收命名组来玉开展时尚家居小镇验收命名工作

期许小镇能领时尚之先
本报讯 6 月 8 日下午，省特色小
镇验收命名组一行来到我市，对玉环
时尚家居小镇创建工作进行指导验
收。
市领导周阳、柯寿建、金加树陪
同检查。
玉环时尚家居小镇规划面积约
3.4 平方公里，横跨玉环湖，东侧为小
镇核心生产区及重点改造区，西侧为
小镇生活、展销、研发区。自 2017 年 8
月列入省级创建单位以来，小镇建设
全方位提速，产业活力持续激发，城
市 面 貌 日 新 月 益 ，产 城 融 合 走 在 前
列，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浙东南家居产
业集聚区和长三角家居旅购新地标。
“特色小镇作为促进地方经济转
型升级的关键一招，为我市补齐发展
短板，走出产业困局提供了新思路、
新方法、新路径。自时尚家居小镇创
建开始，我市就坚持高起点规划、高
标准推进、高要求建设，力争打造玉
环对外展示的金名片、产业转型的助
推器 。”市委副书记、市长周阳介绍
说。
创 建 过 程 中 ，我 市 坚 持 规 划 先
行，精准引领小镇发展。根据“产业
更特、创新更强、功能更优、形态更
美、机制更活、辐射更广”要求，努力
发挥自身优势，举全市之力建设“有
辨识度、有参与度、有引领性、有辐射
性”
的特色小镇。
坚持产业引路，持续激发小镇活

力。始终将产业发展作为生命线，围
绕“小区域大集聚、小载体大创新、小
平台大产业、小空间大贡献”，以生产
要素集聚为动力，以特色优势彰显为
导向，千方百计促进创新发展，努力
打造时尚家居产业发展新高地。截
至 2020 年底，小镇累计完成有效投资
75.66 亿元，其中特色产业投资 52.71
亿元，税收收入 15.31 亿元；集聚企业
229 家（其中特色产业关联企业 217
家），制造企业 192 家，2020 年实现工

业总产出 72 亿元，其中特色产业关联
企业总产出 68 亿元。
坚持配套服务，全面完善小镇功
能。尤其注重“三生融合”和产城人
融 合 ，完 善 小 镇 基 础 设 施 和 配 套 设
施，提升形态风貌，致力打造创居相
宜、产城融合、幸福指数高的活力小
镇。目前，小镇已获评国家 3A 级旅游
景区，
累计吸引游客超 110 万人次。
当天下午，省验收命名组对小镇
客厅、玉环家创综合体、诺贝生活馆、

浙江鑫东洁具有限公司、玉环市老铜
匠铜制品有限公司等点位进行全方
位现场调研，并车览小镇周边配套设
施和生态环境。
座谈中，多名专家对玉环时尚家
居小镇创建成效给予肯定，并希望我
市围绕产业提档、理念提升，以数字
化改革赋能小镇未来发展，全力打造
能够引领家居时尚、宜居宜业宜游的
特色小镇。
（应挺刚）

时尚家居小镇举行第二届创意市集
本报讯 6 月 8 日至 9 日，玉环时
尚家居小镇·第二届创意市集在玉环
湖畔举行。20 多家商户齐聚市集，展
示风采，让市民在家门就能挑选到物
廉价美的家居小玩意儿。
广场中央舞台上，乐队弹唱着耳
熟 能 详 的 流 行 歌 曲 ，将 现 场 的 氛
围“点燃”。舞台两侧是家具、花艺、
饮品等 20 多家摊位依次排开，组成了
一个吃喝玩乐购一站式市集。
商家陈宇在玉环经营着一家绘
画馆，这次市集，她带来了馆内的一
些作品供市民选购。她表示：
“ 这次
的市集，让我有机会和各个商家交流

沟通，收获很大，是一次非常好的体
验。
”
商家林珍则在市集里接到了不
少订单，她开心地说道：
“这个市集是
我们商家很好的展示平台，吸引了很
多市民来咨询和下单。
”
特色的摊位、琳琅的商品、实惠
的价格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市民。
不少市民拿出手机拍下照片、录下视
频分享到了朋友圈；还有的市民根据
需求，
现场购买了商品。
市民陈海健逛了一圈，为家中购
入了一个水龙头。
“ 这个市集形式新
颖，很有创意。卖的东西是厂家直

销，种类多，还价廉物美，希望以后能
经常举办。”他为此次市集点了大大
的一个赞。
据了解，玉环时尚家居小镇创意
市集每年夏天举行一次，每次都有不
同的主题，今年的创意市集主题为
“家居生活美集”，汇聚了造物器具、
手作文创、乐队表演等。
“主要目的在于把小镇周边的家
具、阀门、水暖等产业通过市集的形
式展现出来，并借助此次活动，进一
步推动小镇产城联动、时尚升级。”玉
环时尚家具小镇·第二届创意市集负
责人朱悦表示。
（胡琼晓）

落实安全责任 推动安全发展
我市开展文化新闻出版“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暨“安全生产公众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文化和广
电旅游体育局、市新闻出版局、市文
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组织开
展玉环文化新闻出版“安全生产月”
集中宣传暨“安全生产公众开放日”
活动 ，全市网吧、娱乐演艺、印刷出
版、影院等场所近百位负责人和安全
管理人员参加活动。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良强参
加活动，
并宣布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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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活动参与者观看了安全
生产宣传知识展板，学习观摩了 2020
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工作优秀台
帐，并进行了安全知识答题。市应急
管理局、市消防铁拳办、市消防救援
大队工作人员分别从安全生产、消防
安全等方面对各场所负责人进行了
相关知识培训和案例的分享。
“生命至上，我们应该吸取经验
教训，时刻把安全作为经营生产的重

报刊中心：
87227442

广告热线：
87279666

中之重。”某 KTV 员工周先生表示，这
些安全和消防事故的案例触目惊心、
发人深省，
让他深受触动。
随后，市娱乐演艺行业协会代表
宣读安全生产倡议书，现场还组织开
展了应急疏散逃生演练和微型消防
站技能比武竞赛。此外，市消防救援
大队还进行了专业的消防器材操作
培训和灭火技能演示，现场活动参与
者在教官的指导下进行了灭火技能

发行投诉：
87226604

的实操演练。
“本月是第 20 个全国‘安全生产
月 ’，希望结合‘安全生产公众开放
日’活动进一步凝聚全市文化和新闻
出版行业安全发展共识，树立安全意
识，增强安全发展观念，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营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李
先武表示。
（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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