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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浙 江 省 百 强 旅 行 社浙 江 省 百 强 旅 行 社
浙 江 省 四 星 级 品 质 旅 行 社
临海市干部职工疗休养定点服务单位
【旅 游 许 可 证 号 ：L—ZJ—CJ00091】

王家大院、广胜寺、飞虹琉璃宝塔、华门、
壶口瀑布、平遥古城、五台山、云冈石窟、
悬空寺、雁门关、晋祠空调双卧8日游
出发时间：5月22日

价格：1999元/起

横店二日游
出发时间：5月19/26日

价格：498元/人

三清山高空玻璃栈道、玉帘瀑布、杜鹃花

节、汉服熹园三日游
出发时间：5月17/21/24/28/31日

价格：498元/起

宁波罗蒙环球乐园一日游
出发时间：5月18/19日

价格：178元/人

恩施、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凤
凰.韶山双动九日游
出发时间：5月23日

价格：4080元/起

【自组团】4680元/人 60周岁以上：4430元/人
70周岁以上：4080元/人（30人以上含全陪）

千岛湖五星度假之旅二日游
出发时间：每周三、日发班

价格：549元/人

澳新凯墨12日游
出发时间：6月12日/19日

价格：15800元/人

【自组团】杭州双直飞，台州

含接送

山海关、北戴河、哈尔滨、漠河、北极
村、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草原、
长白山、沈阳专列14日游
出发时间：7月18日

价格：3480元/起
【自组团】

乌鲁木齐、喀纳斯、吐鲁番、中卫、沙
坡头、通湖草原、敦煌、莫高窟、月牙
泉、青海湖、塔尔寺空调专列16日游
出发时间：6月8日左右

价格：3980元/起

全省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7%，
高于预期，好于全国，领跑东部；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
结构调整持续优化……2019年第一
季度，浙江再次交出一份亮眼的成
绩单。

通过科技创新驱动，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浙江以创新、绿色、开放为高
质量发展做出生动注解，并在这条
征途上笃定前行。

传统与新兴：
创新引领相得益彰

与印象中袜业企业工人在流水
线上忙碌不同，浙江秀欣科技有限
公司第一编织车间内，自动化设备
正开足马力生产，自动除尘器在设
备间缓缓移动，将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细小纤维统一集纳。

“面对近年来人力成本上升、市
场行情波动等现实，我们着手从智
能化改造破解发展瓶颈。”该企业总
经理何朝阳说，2016年开始，企业用
两年投入2000多万元将老设备更
新，如今一个车间用工成本比原来
减少 80%左右，而产能却提升了
20%。

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物
联网等新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先发
优势，传统与新兴两种产业形态在
这块数字经济的“黑土地”上碰撞融
合，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而新兴
产业亦蓬勃生长。

自2017年投用以来，位于杭州

城西的人工智能小镇借助浙江大
学、阿里巴巴等平台的良好产业生
态，实现人工智能领域高端要素的
集聚。目前，小镇已经入驻之江实
验室等一批业内领先的科研平台及
企业。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浙
江规模以上工业中，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6%；与此
同时，17 个传统优势产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9.1%。有专家认为，运
用数字技术创新，提高生产要素使
用效率，增强了产品和服务的品质
与附加值，使数字经济成为浙江带
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引擎。

创新发展无止境。今年浙江
将通过实施设立 100 亿元数字经
济产业基金、打造 100 个“无人车
间”“无人工厂”、扶持 100 个骨干
数字企业等举措，助推数字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同时，进一步增强
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实施 5000
项智能改造项目，新增工业机器人
1.7万台。

发展与环保：
做好两者兼顾的“多选题”

清亮的河水碧波荡漾，岸线上
杨柳轻拂，游人或漫步或闲谈，水上
巴士穿过始建于明代的拱宸桥洞而
来，千百年的运河文化遗存尽揽眼
底……

这里是位于中国大运河南端的
杭州拱墅区，很难想象眼前的风光
曾是杭州老工业区，一批“大块头”

工业企业的聚集，让产业“笨重”、环
境脏乱，一度成了人们对这里的第
一印象。

“经济结构转型需要壮士断腕
的决心，也需要破立并举的措施。”
拱墅区委书记朱建明说，近十几年
来，当地大力推动“腾笼换鸟、凤凰
涅槃”，关停迁转污染企业1500余
家的同时，也为信息经济、创意产
业、中高端服务业腾出发展空间，实
现了从老工业区到现代商业商务区
的凤凰涅槃。

拱墅区的蝶变是浙江以生态
环境保护为倒逼，积极发展绿色生
产生活方式，不断调结构促转型的
缩影。2018年，浙江淘汰落后产能
企业 1733 家、整治“低散乱”企业
（作坊）3.6万家，产业结构持续得到
优化。

“这些年，企业对环保的理解
和认识正在逐渐深化，摈弃‘竭泽
而渔’的方式，坚持走绿色发展的
道路已经在环境和经济两方面都
显现了成效，并成为企业和政府
的共识。”浙江省印染行业协会
会长、海通印染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传海说。

据浙江生态环境部门统计，
2018年，浙江环境质量在较高水平
上持续向好。地表水省控断面Ⅲ类
以上水质比例达84.6%，同比上升
2.2个百分点；全省设区市空气优良
天数比率85.3%，同比上升2.6个百
分点，绿水青山这张“金名片”愈加
闪亮。

一域与全局：
在开放包容中竞争发展
起步于温州乐清的正泰集团，

已经从最初的元器件生产商发展为
智慧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成为行
业内领军企业。“近年来，企业不仅
在浙江省内其他城市，还在上海松
江、安徽合肥等多地布局，由此实现
了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的最优
配置。”正泰集团副总裁陈成剑说。

在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的背景下，浙江在参与长三角区域
优势产业集聚和产业生态构建的过
程中，开放包容积极作为。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一季
度浙江外贸数据引人瞩目：进出口总
额同比增长6.8%，其中出口4915亿
元同比增长8.6%，而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出口增长超过11%，一批企业
的韧性与信心在全球市场的充分竞
争中得到不断检验和磨砺。

经过多年研发，浩海空调器制
造有限公司的一款卡压式管件远销
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市
场，高性价比的商品得到客户的认
可，也为企业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

“我始终认为要‘在晴天的时候
修屋顶’，近年来，企业对技改研发
投入不断加大，同时根据市场环境
及时调整产品定位。”浩海空调总经
理何宇光说，“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开放竞争中提升生产效率和创新
能力，从而形成自身独特的竞争力，
是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必经之途。”

（来源：新华网）

创新、绿色、开 放
——从“三对关系”看浙江高质量发展

“在上海开车超速了，但工作
地点在常州，请问可以在常州市
车管所处理违章吗？”10日晚9点
多，江苏12345在线平台接到上
海12345平台转来的诉求，立即
形成诉求工单协调常州 12345、
常州市公安局办理，不到一天时
间就给出了满意的答复。

这是长三角地区自10日试
运行政务服务咨询投诉“一号通
办”以来，江苏首次接到并成功办
结的跨省诉求。截至目前，江苏
已收到43起跨省诉求，均已按照
江苏12345标准化流程办理。

据江苏省政务办有关负责人
介绍，长三角地区将整合三省一
市的12345服务热线资源，接受
区域内的政务服务咨询投诉。完

善问答知识库，由电话接听地人
员处理可当场答复的问题；形成
跨省工单派发机制，转由业务属
地负责处理并反馈无法当场答复
的问题。

“以后群众在长三角地区办
事会越来越方便，任何政务服务
咨询投诉，不管是本地的，还是长
三角地区跨省的，提交至当地的
12345平台都能办。”这位负责人
说，三省一市的12345平台会互
通互转，按照各地12345标准流
程办结。

2018年11月28日，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12345热
线负责人举行会议，签署了《长三
角区域12345热线一体化服务框
架协议》。 （来源：新华网）

长三角政务服务咨询
投诉“一号通办”

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日前印
发《关于做好 2019 年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面建
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目前，我国已有 24 个省份完成
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工作，其余
7 个省份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仍
是并轨运行。通知重点针对两项制
度尚未完全整合统一的地区，明确
要求加快整合力度，于 2019 年底前
实现两项制度并轨运行向统一的居
民医保制度过渡。

通知要求，制度统一过程中，要
巩固城乡居民医保覆盖面，确保参
保率不低于现有水平，参保连续稳
定，做到应保尽保；完善新生儿、儿
童、学生以及农民工等人群参保登
记及缴费办法，避免重复参保；已有
其他医疗保障制度安排的，不纳入
城乡居民医保覆盖范围；妥善处理
特殊问题、特殊政策，做好制度统一
前后政策衔接，稳定待遇预期，防止
泛福利化倾向。

通知要求，各地在确保覆盖范围、
筹资政策、保障待遇、医保目录、定点
管理、基金管理“六统一”的基础上，进
一步统一经办服务和信息系统，提高
运行质量和效率。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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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公布了今年高职
扩招100万的录取细则。据介绍，
目前全国已落实2019年高职招生
计划增量115万人。那么，究竟怎
么报名？如何考试？请看本期主持
人一一解答。

问：谁可以报名？怎么报名？
主持人：本次扩招除了面向高

中毕业生，还增加了退役军人、下岗
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

等群体。符合高考报名条件的往届
中职毕业生也可以参加高职院校的
单独考试招生。

由于各地2019年高考报名工
作已经结束，考虑本次扩招的生源
群体中，部分有报考意愿的群体(如
部分中职毕业生、退役军人和下岗
失业人员、农民工等)没有参加前期
高考报名，各地将组织两次补报工
作。一次在高考前，主要面向普通

高中、中职毕业生、退役军人和下岗
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
群体，具体时间由各地确定。一次
在10月份，主要面向今年9月份至
10月份退出现役的军人。

问：如何考试？
主持人：考试原则上以高职院校

单独考试为主。考虑各地高职分类
考试招生工作进度不同，考试工作由
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考试

时间可在高考前，也可在高考后。
由于本次扩招涉及的招生对象

情况比较特殊，考试形式也作了灵
活安排。对于普通高中毕业生和中
职毕业生，采取现行“文化素质+职
业技能”考试方式，文化素质成绩使
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或使用本
省或各校组织的文化考试成绩，职
业技能成绩使用本省或各校组织的
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或职业技能测
试成绩。

对于退役军人和下岗失业人
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可免予
文化素质考试，由各校根据学校基
本培养要求，组织与报考专业相关
的职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能测
试，依据测试成绩录取。

对于符合免试条件的技能拔尖
人才，由高职院校予以免试录取。

鼓励有条件的省份，对于取得
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考生，报
考相关专业可免予职业技能测试。
前期已参加高职分类考试并被录取
的考生，不再参加本次高职扩招专
项考试。

问：录取是统一分数线吗？
主持人：本次扩招将面向不同

群体单列招生计划，一部分面向退
役军人，一部分面向下岗失业人员、
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针对不同
群体考生特点，分类确定录取标准，
择优录取。

录取后，新生入学时间由各地各
校结合考试招生安排确定。10月份
以前录取的新生，可在2019年秋季
入学；10月份以后录取的新生，可在
2020年春季入学。（来源：新华网）

高职扩招100万，这些事项要知道

尊敬的广大电力用户，因
线路施工停电，以下线路需配
合停电：

一、5月23日
1.停电线路：35kV钓鱼亭

变电站亭西325线
停电时间：7:00～20：00
停电范围：浙江省台州市

临海市邵家渡街道：庙头村、峙
山村、岙蒋村、临海桑瑞新能源
有限公司、临海市凯特塑粉有
限公司、临海市绿叶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临海市艺特休闲用
品有限公司、台州春秋包装有
限公司、台州宏大船业有限公
司、台州世建水泥有限公司、台
州市宏冠造船有限公司

2.停电线路：35kV钓鱼亭
变电站亭渡324线

停电时间：7:00～20：00
停电范围：浙江省台州市

临海市邵家渡街道：渡头范村、
大路章村、峙山村、临海市苗圃
厂、浙江宏冠船业有限公司、中
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有限

公司
3.停电线路：35kV钓鱼亭

变电站亭宏322线
停电时间：7:00～20：00
停电范围：浙江省台州市

临海市邵家渡街道：钓鱼亭村、
大路魏村、北京天地人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临海市恒泰工艺
休闲制品有限公司、临海市立
帆机械铸造厂、临海市龙岭化
工厂、临海市伟明环保能源有
限公司、临海市浙东特种试剂
有限公司、临海市正特物流有
限公司、台州德士分割器制造
有限公司、台州丰元生物质能
源有限公司、台州市威仕特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中国铁塔股
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公司、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临海分公司

咨询电话：95598
（电力服务热线）：85281096

临海市供电局
2019年05月15日

停 电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