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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谷尚辉

近期，天台和温岭等地接连查处
违规存瓶装燃气案件，被查处的送气
工均涉嫌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
储存燃气。

近年来，台州逐步规范瓶装燃气

市场，加大瓶装燃气违法行为打击力
度，不断加强瓶装燃气管理。去年，台
州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共开展瓶装燃
气执法行动 52起，立案 228起，处罚
金额105万元，移送公安机关1人，依
法关闭1家瓶装燃气经营场所。

瓶装燃气市场仍存在
一些违法行为

据了解，我市现有管道燃气特许
经营企业15个、液化气储配站35个、

液化气供应站 74个、加气站 9个。目
前，全市 9个县（市、区）市场上流通
钢瓶数约404万只，日供气量约488.9
吨，服务人口为363万人。

我市还建成铺设市政燃气管网
5053公里，通气小区 1764个，居民用
户 43.66 万户，公建用户 4622 家，服
务人口219万人。

“瓶装燃气目前仍是我市城乡居
民日常用气的重要选择之一。”台州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公用处负责
人陈谦说，因为有着较大的市场需

求，所以一些商户有了利益驱使，出
现跨区域经营等违法行为。还有一些
偏远乡镇的送气工法律意识较为淡
薄，图省力违规存放瓶装燃气。

3月 10日晚，温岭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新河中队在深入辖区开展日常安
全隐患摸排调查中发现，新河镇南栅
村燃气配送工颜某家中存放着 50个
满装煤气瓶和130个空瓶。执法人员
当即拍照取证，依法暂扣所储存液化
气瓶，颜某也因涉嫌非法储存危险物
质被带往派出所。 （下转第二版）

台州市场上流通钢瓶数约404万只，钢瓶置换和信息化管控走在全省前列

“十二分制”规范瓶装燃气市场

本报记者章雪瑶

“那个时候条件很艰苦，为了保
证战场上通信联络畅通，我们每个通
讯员都身背 50多斤的通讯设备翻山
越岭……”3月 30日上午，在三门县
健跳派出所内，曾参加对越自卫反击
战的老党员刘尚军正向干警们讲述
着自己的峥嵘岁月。

为更好地让党史宣讲深入细微
之处，三门县启动党史学习教育“千
场宣讲进支部”活动，10 个乡镇（街
道）和来自各行各业不同年龄层的党
员代表们紧密结合行业职能职责和
基层群众的需求，组建了各具特色党

史宣讲团。今年，他们将走进全县
1000多个党支部，用方言故事、三句
半、微党课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
进宣讲。

刘尚军老同志的生动讲述，感染
了现场的青年干警，“我们 90后生活
在一个和平年代，小时候只能从书本
上、电视剧里感受战争的氛围，今天有
幸聆听刘老的经历，感触很深，感谢老
一辈舍身忘己为国家作出的贡献，我
们要向优秀的共产党员学习！”健跳派
出所民警、预备党员郑扬说道。

与此同时，在海润街道晏站村的
小公园里，由街道妇女干部们组织的

“党史小课堂”也在开展中。二十余位

妇女自带小板凳，围坐在一起认真聆
听宣讲。“我们有针对性地开展这样
零距离的‘小板凳’党史课堂，让党史
宣讲更深入人心，爱国教育更接地
气。”海润街道妇联主席陈碧玲说。

以亲身经历讲党史、传思想；零
距离的“小板凳”党史课堂；探访革命
遗址，讲好红色故事……连日来，三
门党员干部们纷纷带头就近开展党
史宣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重温红色
历史，传承革命精神，在群众中掀起
了一股学习党史的热潮。

三门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
而其中，有关亭旁起义的故事尤为受
人关注，这也成为了三门特色党史宣

讲的重要一课。
“大家好，我是亭旁镇的红色讲

解员，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亭旁的
红色故事，90多年前，亭旁建立了浙
江省第一个红色政权——亭旁区苏
维埃政府……”近日，三门县亭旁镇
的“90后”选调生王莹，正通过手机在
线上直播宣讲亭旁红色故事。

近年来，三门县持续挖掘亭旁起
义、城西村八任书记、蛇蟠围垦等本土
党史素材，并将这些故事浓缩成上万
字的宣讲素材，再通过当地党员干部
和专职、兼职讲解员，以线下宣讲和线
上直播的形式，向民众和网友进行党
史宣讲，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

党史学习教育接地气入人心

三门：开展千场宣讲进支部活动

本报讯（记者王荧瑶）4月 7日下
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海平赴椒江区
检查新冠疫苗接种和国家卫生城市巩
固提升工作。他指出，各级各相关部门
要统一思想、全力以赴、攻坚克难，扎
实做好新冠疫苗接种及国家卫生城市
巩固提升各项工作，推动全民共筑疫
情防线，共建共享健康家园。

目前，椒江区共投用洪家、下
陈、前所、章安等五个新冠疫苗方舱
接种点，日均接待量达 1.2 万人次。
吴海平先后走访了椒江区体育馆方

舱接种点和洪家方舱接种点，实地
查看了接种点预检区、登记区、接种
区、留观区等功能分区，详细询问疫
苗接种进度、接种人数、接种人员留
观反馈等情况，并鼓励一线医护人
员克服困难、再接再厉，坚决完成党
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交给的光
荣任务。

吴海平强调，疫苗是阻断疫情传
播的重要手段，做好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各级各相关部门一定要提高思想

认识，明确责任分工，加强协调配合，
高效推进疫苗接种工作；要做实做细
做好疫苗接种各项工作，整合优化医
疗资源，为广大市民群众提供更加便
捷规范、优质高效和人性化的接种服
务；要加强宣传引导，普及科学知识，
加快推进“应接尽接，愿接尽接”，推
动全民共筑疫情防线。

随后，吴海平来到椒江区白云菜
场和麻车村，实地督查农贸市场和城
中村卫生环境综合整治情况。

（下转第二版）

吴海平在检查新冠疫苗接种和国家卫生城市巩固提升工作时指出

全民共筑疫情防线 共建共享健康家园

本报讯（记者陶宇新）全市平安
台州“九连创夺金鼎”誓师大会暨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全国试点推进会
4月 7日上午召开。市委书记李跃旗
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
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
落实全省建设平安浙江工作暨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总结表彰会议部署要
求，围绕“九连创夺金鼎”目标，奋
力“保平安、夺金鼎，抓试点、优治
理”，加快打造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标杆市和平安中国示范城，为
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市保驾护
航。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海平主持。
叶海燕、陈伟义、芮宏等市领导出席。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
台州湾新区（高新区）设分会场。

李跃旗充分肯定去年以来我市
平安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并代表市
委、市政府向广大平安工作战线的
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慰问和崇高的敬
意。他指出，今年是建党百年，是

“十四五”和现代化建设的开局起步
之年。做好今年平安工作，要更加突
出“窗口”先行、争当示范，以争先
姿态打造更多“台州样板”、创造更
多“台州经验”；更加突出党建统
领、整体智治，以全面深化数字化改
革推动更高水平平安台州建设；更
加突出优化环境、护航发展，着力营
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更加突出
问题导向、长效治本，切实维护社会

长治久安。
李跃旗强调，要打好建党百年

护航战，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
观，在建党百年之际创造平安稳定
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要打好风
险管控攻坚战，健全社会矛盾风险
防范化解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
系、公共安全管控体系、民生安全
保障体系。要打好法治台州提升
战，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保
障作用，加强产权保护，维护市场
秩序，加大民生领域执法司法保障
力度。要打好条抓块统整体战，高
效联通“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抓
好“平安细胞”创建工程，完善常态
化平安暗访机制，加快构建富有活
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

系。要打好数字改革突破战，聚焦
科学决策、精准治理、高效服务，推
动现代科技与平安建设深度融合，
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
合的智能化治理新模式。

李跃旗强调，全市上下要进一步
健全平安工作责任体系，全面压实各
级党委政府的属地管理责任和相关
部门的主体责任，市县乡村四级联
动、齐头并进。各级平安建设领导（协
调）小组要发挥牵头抓总的作用，统
筹抓好各项平安创建任务的部署、指
导、推动和落实。

会议宣读了有关表扬文件。各县
（市、区）、台州湾新区（高新区）和市
公安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港航口岸
和渔业局负责人作了表态发言。

吴海平主持 叶海燕陈伟义芮宏出席

李跃旗在全市平安台州“九连创夺金鼎”誓师大会暨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全国试点推进会上强调

全域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加快打造平安中国示范城

本报记者李寒阳

近日，人民银行台州市中心支
行会同市科技局、市金融办、市市场
监管局联合发布《金融支持台州科
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下称“台州科技金融十条意见”），
从融资对接机制、金融产品创新、降
低融资成本、产业投资基金、科技金
融平台等方面提出十条指导意见。

自 2015年起，人民银行台州市
中心支行就主动与相关部门对接协
调，陆续出台推动科技银行、商标专
用权质押贷款、高新制造重点项目
融资、创业担保贷款等一系列举措。
截至去年末，全市“科技银行”总数
达 30 家，科技型企业贷款户数 982
户、余额79.91亿元。

精准支持科技型企业
“为了切实贯彻落实人总行会

同国家科技部等 6部委出台的金融
支持科创发展相关指导意见，我行
结合台州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等实
际，主动与有关部门合力推动科创
金融发展，构建金融支持科创生态
圈。”人民银行台州市中心支行行长
王去非表示，“台州科技金融十条意
见”旨在建立科技型企业常态化融
资对接机制，推动相关金融机构与
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企业精准对接。

今年，许多企业生产订单逐渐
恢复，对原材料需求日益增加。台州
一家“500精英”检测仪企业，拥有多
项专利技术，由于疫情前期库存积
压，销售利润空间压缩，开年后出现
购买原材料资金不足。泰隆银行台
州科技支行客户经理了解情况后，
在原有 100万元专利权质押贷款基
础上为企业增信200万元。

“我们鼓励金融机构为科技型
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合理
的差异化金融服务方案。”王去非
介绍，人民银行将提供与科创发
展直接挂钩的再贷款、再贴现等
央行低息资金，引导金融机构精
准支持科技型企业，同时通过政
府对科技银行、人才服务型支行、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各项金融业
务的财政贴息及风险补偿政策，
推动科技领域金融产品在利率、
担 保 费 和 保 险 费 等 方 面 不 断 下
降，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缓解科技型企业融资难
下阶段，我市金融机构将通过

优化风险评估机制，综合考量科技
型企业的成长周期、研发特性、短期
现金流和投资回收期等因素，创新
开发覆盖科技型企业各生命周期的
金融产品。

（下转第二版）

人民银行台州市中心支行——

推动构建金融支持
科创生态圈

学党史 明初心 开新局

本报讯（记者沈海洲 施 炜）“去
年，我们投资 1亿多元，对标工业 4.0
标准，对注塑车间进行智能化升级。
现在，即使工人下班，设备依然可以
按照指令，在不开灯、无人操作的状
态下运行，因此又被称为黑灯车间。”
4月 7日，浙江誉隆科技公司总经理
周正军在一尘不染的车间里自豪地
说，因为关键生产过程实现了无人
化，加班无压力，面对今年剧增的订
单，公司才能从容应对。

位于黄岩新前街道的誉隆科技
是国内电动车塑料件的龙头企业，产
品为雅迪、爱玛等一线品牌配套。

“车间里共有 55台注塑机，按照
两班计，以前需要240名工人，现在只

需要24人。”周正军介绍，今年行业面
临原材料涨价压力，成本核算都精确
到“克”，黑灯车间最大的优点是降低
了成本。通过增加设备与更新制造
ERP 软件，如今还依靠人工完成的

“剪胶口”马上也由机器代劳了，下阶
段产品检测也将全部智能化。

周正军说，黑灯车间让生产环节
更轻松，这样企业可以“腾出手”来更
加专注产业链前端的研发与设计。誉
隆科技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今年已
经开发出新产品十多个。

在新前街道，像誉隆科技一样实
现高度自动化与深度信息化的黑灯
车间不断涌现——

浙江凯华模具公司是新晋的浙

江省隐形冠军企业，它的石墨电极加
工车间也全流程无人操作，机器人在
两台设备之间来回穿梭，周而复始地
重复机械的动作……

“除非停电，这个车间一年365天
都是运转的！”凯华模具副总经理李
过说。

上工缝制设备浙江公司是上市
企业“上工申贝”新建的一个生产基
地，也是黄岩区新引进接轨大上海的
工业项目。“上工申贝”的产品专注于
厚料包缝，主要运用于汽车内饰、皮
制箱包的加工。“相比服装行业的缝
制设备，我们产品技术含量更高，精
密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汽车。”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洪竹云说。

目前，上工浙江公司正在小批量
试产，它的包缝机机壳流水线有60多
米长，10台五轴加工中心一字排开，
机械手、工业机器人各就各位，“从毛
坯进去到成品出来，全程无人操作，
生产节拍为 8分钟，这样豪华的配置
首先是要确保加工的精密度毫厘不
差！”洪竹云说。

新前街道去年被评为“台州市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强镇竞赛”优秀乡
镇，辖区内的黄岩智能模具小镇是

“浙江省数字智造示范区”。今年，新
前街道加快推进 5G、工业互联网等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已建成的小微
园区实施数字化改造，助力辖区企业
创造出更多的黑灯车间。

机器总动员 拥抱工业4.0

新前：黑灯车间“闪耀”智造之光

4月5日，玉环市龙溪镇大密溪村的桑葚园里，乌黑发亮、鲜艳欲滴的桑葚
挂满枝头，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采摘，体验桑园农耕文化的乐趣。

本报通讯员詹 智摄

乡村采摘乐游人乡村采摘乐游人

陷在过度减肥的漩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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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要素供给
为高质量发展
提供自然资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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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数字化改革 现代化先行

本报讯（记者张妮婷）4月 7日，
“杜绝三违 防遏事故”安全生产
培训月暨市属企业百万员工安全
大培训正式启动。记者从市应急管
理局了解到，本次安全培训将对全
市约 4 万家生产加工型小微企业、
约 5500 家危险性较高企业以及约
400 家高危行业企业的主要负责
人、安全管理人员、重点岗位人员
实现全覆盖。

“开展企业员工安全技能提升大
培训，既是解决当前企业员工安全培
训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实施应急防
控能力提升年的重要内容。”市应急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培训，
我们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线下面授培训包含VR体验馆、事故
案例解剖、技术比武、应急演练等，线
上培训则主要依托省厅建设的省企
业安全生产网络学院，学员需完成的
学时都有明确规定。”

除了线上+线下的模式，此次培
训还采取企业自主与部门推动相结
合、理论学习与实操培训相结合、集
中培训与自主学习相结合的形式，培
训时间将从4月持续到11月。

此外，针对不同的行业企业和对
象，培训内容也将有所差别。例如，企
业主要负责人侧重安全知识培训，企
业安全管理人员侧重安全业务能力
培训，企业从业人员侧重岗位安全技
能培训。

我市百万员工安全生产
大培训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