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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 11日上
午，大麦屿街道党工委
书记许海亮一行来到大
麦屿中心卫生院慰问医
护人员，为她们送去节
日的祝福和问候。

据了解，在严峻的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形
势下，大麦屿中心卫生
院 的 医 护 人 员 凝 心 聚
力、无惧挑战，始终义
无反顾地奔赴抗疫最前
线，为该街道的疫情防
控工作和群众的生命健
康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谢谢你们的辛勤付
出和默默奉献，祝你们
节日快乐！”许海亮向医

护人员送上了鲜花和慰
问金，对她们在疫情防
控工作中的默默付出表
示感谢，并希望她们在
做好自身防护措施的同
时，能继续保持严谨的
工作态度，合力筑牢防
疫屏障，维护辖区群众
的身体健康。

对于这些慰问、关
心与祝福，大麦屿中心
卫生院的医护人员表示
感 谢 。 她 们 开 心 地 表
示，这些祝福，为她们
继 续 发 扬 南 丁 格 尔 精
神、做好护理工作带来
了更多的信心与动力。

（茹冠钦）

大麦屿

本报讯 昨 天 是 第
111个国际护士节。5月
11 日上午，市委常委、
楚门镇党委书记张玉洁
和楚门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柳国舜及副镇长张
波等人，来到市第二人
民医院和楚门镇卫生院
开展国际护士节走访慰
问活动。

张玉洁一行与医护
人员进行亲切交谈，向
他们送上鲜花，感谢他
们一直以来的无私奉献
与辛勤付出，并通过他
们向全镇广大护理工作
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
好的祝福。

“护理工作是一份崇
高的职业，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大家的工作

量都很大，加班加点已
成常态。但正是有了你
们的‘疫’无反顾、冲
锋在前，牺牲‘小家’
的幸福，才换来了‘大
家’的平安。”张玉洁对
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
使”表示由衷感谢。

亲切的问候，带来
浓浓的关爱。在场的护
理工作者纷纷表示，在
今后的工作中，他们一
定会继续爱岗敬业、踏
实工作，努力为患者提
供全程、全面、贴心的
护理服务，继续在护理
岗位上发光发热，为医
院护理事业做出更大贡
献，为楚门防疫工作添
砖加瓦。

（钟舒文）

楚门

本报讯 近日，清港
镇妇联联合清港泰隆银
行的工作人员，来到清
港镇卫生院，向辛勤工
作在各个岗位的“白衣
天使”送上鲜花和祝福。

自省内外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清港镇
卫生院的医务人员迎难
而上，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最美“白衣天使”的
精神。

金燕艳是卫生院的
一名护士，参与了支援
上海、金华等地的抗疫
行动。“我们回来后，很
多 人 都 说 我 们 特 别 伟

大，但我觉得这是我们
医护工作者应该做的。”
金燕艳表示，能参与这
场“战斗”，她很荣幸，
这段经历也将是她人生
的一笔宝贵财富。

亲切的问候，鲜艳
的花束，点亮了一张张
美丽的笑脸。“白衣天
使”们纷纷表示，将不
忘初心砥砺奋进，弘扬
抗疫精神，立足本职岗
位，把真诚的爱心无私
奉献给每一位患者，为
玉环的卫生健康事业发
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黄晨安 文/摄）

清港

本报讯 昨天是第14个全国
防灾减灾日。当天上午，坎门
街道应急办、综治办、文教卫
办、工会、执法中队在里澳小
微园区、海港社区分别设点，

开展“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
好家园”主题宣传活动。

此次宣传活动通过发放防
灾减灾知识手册、有奖答题、
现场咨询等方式，向群众普及

台风防范、暴雨应对、地质灾
害逃生、雷电预防、消防等应
急知识，进一步普及防灾减
灾、安全生产等相关知识，增
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此次宣
传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800
份，接受群众咨询达 300余人
次，营造了浓厚的防灾减灾宣
传氛围。

与此同时，坎门街道全面
启动防汛防台隐患排查工作，
发动网格员进村入户，对老旧
危房进行拉网式排查，向群众
宣传讲解老旧危房存在的安全
隐患，动员户主腾空老旧危房
拆除解危。

据统计，目前已有 30家老
旧危房户主有意向拆除解危，
涉及面积 3000多平方米。下阶
段，该街道将组织力量对第一
批危房开展入户测量、签订拆
除协议和进行拆除工作，消除
安全隐患。（陈增华 文/摄）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平安坎门

本报讯 “生活垃圾有多少种类？分类垃圾桶
的颜色及标识分别代表什么意思？”近日，在市中
心幼儿园门口，玉城街道南门社区志愿者设立的宣
传摊点前热闹非凡，志愿者一边分发着宣传册，一
边为学生家长耐心讲解资源循环、垃圾分类等相关
内容，并给他们发放了宣传袋和小礼品。

为助推省级资源循环利用示范城市创建，营造
践行绿色生活、争做文明市民的良好氛围，连日
来，玉城街道在辖区内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向市民
宣传绿色生活、资源循环利用的美好目标，使“绿
色、低碳、环保”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鼓励市民
积极参与到保护环境、爱护环境的公益事业中来。

下阶段，玉城街道将继续联合各相关部门共同
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开展集中培训和拓展相关活动
进学校、进社区、进医院、进机关等，努力提高市
民对资源循环利用的知晓率和参与率，让他们从

“旁观者”转变为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宣传员”。
（许珊珊 金烨蕾）

玉城

践行绿色生活
共创美好家园

“分布式储能项目投用后不仅可
以节约能源，而且能让我们的生产成
本大大降低。”5月11日，台州筠岗铜
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耿礼恒介绍，
他们公司即将投用的 100kW/ 200kWh
分布式储能项目，每年大约能节约电
费10万元左右。

作为龙溪镇第一批低碳能源协同
管服平台项目的受益者，台州筠岗铜
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台州鼎亚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都对此充满了期待。

据了解，电力和汽油、煤炭等能
源不一样，一旦发出来是不能够被存
储的，所以电网的核心技术是动态平
衡，但是白天晚上都有波峰波谷，而
发电侧无法及时变动，所以大量能源
在夜晚被浪费掉。而储能系统就像大
型的充电宝，可以将夜晚低谷电储存
起来，在白天高峰期释放出来，达到
削峰填谷的效果，除了可以节约能源
和降低生产成本，还可以解决光伏发
电受日照影响瞬时功率忽高忽低的问
题，使得三相电更加平衡、匹配。

“分布式储能项目是低碳能源协
同管服平台项目的一部分，是我们利
用专项债积极践行碳达峰、碳中和

‘双碳’战略的一个试点，节约下来
的电费将和企业共同分成，是一项合
作共赢的举措。”龙溪镇常务副镇长
陈雅表示，“双碳”背景下，企业转
型升级刻不容缓。

据陈雅介绍，作为我市水暖阀门
产业大镇，龙溪镇 80%左右的企业为
水暖阀门加工企业，而且直接及间接
出口业务占比也非常大。今年 3月，
欧洲通过支持设立“碳边界调整机
制”的决议，将从2023年起试行征收
碳关税，而这将大大增加龙溪镇水暖
阀门企业的出口成本。

“如今，建立碳治理体系、摸清
排放家底是企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亟
需做的事情。我们要帮助企业抓住这
一机遇，提升企业‘碳’竞争力。”
陈雅表示，针对目前“双碳”和“能
耗双控”新形势，龙溪镇积极行动，
和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合作探索建设零
碳技术应用示范中心，成立面向政
府、园区和企业服务的“双碳”智治
大脑，率先对全镇55家规上企业开展
碳分析，全镇规上企业能耗数据以实
时的方式接入平台能源管理系统，摸
清企业碳排放现状，进一步实现节能
减碳。

据了解，龙溪很多企业的能耗管

理体系存在能耗不透明、管理不全
面、安全隐患多、溯源困难、缺少预
警机制、管理效率低等问题，无形之
中造成大量能源被无效浪费，不仅不
利于企业自身对能耗的监测和管控，
也直接增加了经济成本。

如今借助这个平台，可以对全镇
以电能使用为核算基准的规上企业碳
排及能耗数据进行运行监测，为龙溪
镇获得区域碳排各项指标提供量化分
析与决策辅助工具，为全面、充分、
及时了解区域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及企
业生产经营、碳排能耗的相关度提供
细粒度的数据支撑。

“我们为企业安装了 EMS 系统，
可以为企业独立提供企业端能源管理
数据服务，帮助企业更好地进行能源
实时消耗量监测，随时掌握和能耗相
关的原料使用和设备运转情况。”零
碳技术应用示范中心常务副主任王成
洋介绍，系统通过数据采集、清洗、
挖掘进行深层次归因分析，通过数据
可视化和运行维护、设备管理等功能
模块，为企业建立能源使用全景地
图，识别和挖掘生产运营过程中的节
能降碳契机，辅助企业作出正确决

策，减小能源浪费，提升管理效能，
促进产业低碳转型。

王成洋介绍，零碳技术应用示范
中心汇集产业生态各方资源要素，应
用数智融合、柔性控制等领先科技构
建闭环的“碳分析-碳核查-碳减排-
碳资产管理与交易-碳中和认证-碳足
迹核证”服务链，为企业提供能耗可
视化、碳排精量化、碳减排可控制、
碳资产可流通、碳中和能认证的高质
量服务，致力于全社会低（零）碳可
持续发展、达成碳中和目标。

同时，零碳技术应用示范中心能
源管理系统的建设，将为下一步开展
区域精细化低碳目标分解、区域碳交
易试点、企业碳资产开发与碳审计、
碳金融服务的深度融合建立坚实的数
据基础。零碳技术应用示范中心将为
龙溪镇完成“碳达峰”与“碳中和”
战略任务承担“碳大脑”职责，成为
区域构建低碳生态的治理引擎。

“从已经成立的碳交易市场来
看，碳排放不仅有具体价格，而且国
内外价格不匹配，企业碳排成本长期
来看还在走高，因此碳排放与金融挂
钩，碳消减体现的也是企业综合运营

能力。”王成洋说，零碳技术应用示
范中心计划建立属于自己的碳交易服
务平台，可以将区域“散户”的碳资
产整合起来，通过碳交易获取额外收
益。而有减排需求的企业，可根据自
身情况，随时购买所需碳量。服务底
层使用区块链等可信数据技术，帮助
企业进行碳中和的数据采集、认证。

“‘双碳’背景下面临着危与
机。龙溪镇成立零碳技术应用示范中
心，希望在战略制高点上占领先机，
推进企业数字化改革升级，提升

‘碳’竞争力，实现降本增效，达到
产业共富的目标。”龙溪镇党委书记
钟一铭表示，此外，龙溪镇还将在全
镇布局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在综合空
间改造、绿色交通、新能源利用、产
业发展中，重点强化绿色生态整体形
态和细节设计，融入光伏、太阳能等
环保元素，积极争创省级低（零）碳
示范乡镇。

数字赋能，提升企业“碳”竞争力
龙溪镇全力争创省级低（零）碳示范乡镇

零碳技术应用示范中心展厅零碳技术应用示范中心展厅

鲜花鲜花赠赠““天使天使””
情暖护情暖护士节士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