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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 年）》出台

八一
光荣榜

我市开辟在线新经济新赛道
本报记者

夏晶莹

探索
“未来工厂”
温州样本 工业设备联网率达到 45%左右
打造无人工厂、引入工业机器
人，
疫情下，车间里机器不紧不慢地
运作，
保障订单按时完成；引入工业
互联网做好生产协同，帮助生产资
源高效配置、供需精准匹配，
有效控
制住成本……

作为制造业大市，越来越多的
分点，
列全省第一。
温企正走上智能化、数字化道路，
并
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中，
我市将
受益其中。据统计，今年上半年，
我
深化人工智能、5G 等新一代技术在
市新实施智能化诊断项目 734 个， “5+5”
产业领域的规模化应用，
推广
智能化技改项目 881 个；技改投资
柔性制造、云制造、共享制造等新制
同比增长 24.3%，较全省高 18 个百
造模式，
加大自主机器人、智能装备

研发推广应用力度，
推广无人工厂、
无人车间。至2022年，
建设100家以
上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新增工业
机器人 5000 台以上，工业设备联网
率达到 45%左右，探索创建“未来工
厂”
温州样本。

二等功（ 名
2）

生鲜电商迎来全新商机；在线教育重回风口；远程办公在战“疫”中崛起……新冠肺炎疫情给生产生活带来深刻的变革，细数
这些变化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在线”。昨日，我市下发《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 年）》，在 12 个重点
领域开展四大行动，以新技术激发新动能、
打开新生活，
赋能疫后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线新经济是指利用互联网、5G、AI、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与工业制造、商务金融、文旅娱乐、零售物流、教育
健康和交通出行等深度融合，
以智能化和交互性为特点的新业态新模式。
根据方案，我市将组织实施 4 个“100”工程，力争用三年时间，培育 100 家高成长创新型在线新经济企业，建成 100 个在线新经
济示范项目，打造 100 个在线新经济示范应用场景，攻关 100 项关键技术。至 2022 年，全市“四新”经济中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
模式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20%以上，
加快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在线新经济发展先行区。

零售新业态挖掘消费新潜力 物流业加快线上线下融合
不仅仅是工业生产，疫情下，
“无接触”配送、生鲜电商零售等异
军突起，保障市民足不出户宅家生
活安心且有品质。
为发挥在线新经济在扩展消费市

场方面的作用，
接下来，
我市将发展
“数
字生活新服务”
，
推进网上超市、
网上餐
厅、
网上菜场等数字商贸新模式、
新业
态创新发展，
鼓励开展直播电商、
社交
电商、
社群电商等智能营销新业态。

不仅仅是销售，幕后的物流业
也在加快线上线下融合的脚步——
加快创建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
城市；建设全国性邮政快递枢纽城
市，完成 6 个重要场站标准设置配

备；抓住国家综合物流信息平台落
地温州等机遇，着力构建形成以海
港物流为龙头、空港物流为突破、物
流信息平台为支撑的物流发展体
系，
有效降低物流成本。

新技术融合城市管理与服务 带来更高品质的新生活
新经济、新技术、新业态与居民
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以及城市管
理等嫁接、
融合，
带来的是多样化、
品
质化、
个性化的新生活。这全新的生
活，
在方案的解读中已可先行畅想。

医疗健康方面，实施“智慧医
院上云”工程，推动卫生健康大数
据在公共卫生、临床科研、行业治
理和健康服务等领域的创新应用。
智慧出行方面，提升智慧公共

交通体系，开展智慧道路、智慧公
交等示范工程建设。
教 育 融 合 方 面 ，推 广 翻 转 课
堂、慕课等授课模式，培育 200 个基
于技术的教与学方式变革试点。

城市管理方面，加快“城市大
脑”建设，构建“1158+X”架构体系，
即一个运营指挥中心、一个数据中
心、五大支撑平台、八大重点板块
应用，
并逐步拓展到其他领域。

三等功（ 118
名）

海外侨胞子女云上夏令营首场直播

走进戏曲的台前幕后
领略传统艺术的魅力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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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走，高
昆乱徽滩，南戏瓯韵，一板一眼万千
节奏……”昨天下午，在“同心战疫·
瓯 越 智 援 —— 海 外 侨 胞 子 女 云 课
堂”暑期云上夏令营启动仪式现场，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温州市瓯
剧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方汝将以唱、
讲、演相结合的形式，多维度、立体
地带领观众走进戏曲的台前幕后，
感受瓯剧、南戏的传统艺术魅力。
这也是此次海外云课堂的首场直
播，意大利、法国、荷兰、西班牙等 11
国海外侨胞子女和现场的温州日报
小记者一起，
全程参与观看。
戏曲文化博大精深，为了让普
通观众能够看懂戏曲、产生兴趣，方
汝将携瓯剧院青年演员将“戏台子”
启动仪式上的戏曲表演。
刘伟 摄
搭到昨天的启动仪式现场，他们穿
上专业戏服、画上戏曲彩妆，在一颦
腔调令人耳目一新。
《罗密欧与朱丽叶》。随后，方汝将
像一种“舞”的展示。台上控制自如
一笑、一板一眼中将传统戏曲文化
“唱”是戏曲的首位，而声腔是
唱起瓯剧《兰小草》的一段，专业的
的帽翅功、飘逸的长水袖功，让小记
的精髓展现在观众的面前。
区别戏曲剧种的第一要素。方汝将
唱腔、深情的演绎，听得观众如痴如
者们也不自觉地在台下“舞”了起
青衣舞长袖，花脸震天吼，还有
介绍，瓯剧有六大声腔，以乱弹为
醉，
赢得台下阵阵掌声。
来。最后环节，方汝将出题考大家：
逗人笑的丑角……一曲中华瓯韵唱
主，而南戏的四大声腔中有两大已
在介绍“做”功时，方汝将道出 “戏曲的四功五法是什么”
、
“戏曲的
出戏曲行当“生旦净末丑”。
“哪些是
经消失，还有两大遗留在瓯剧中。 “手、眼、身、法、步”，戏曲中的每一
行当有哪几种”
“
、南戏的发源地在哪
生行，哪些是旦行？”表演结束后，方 “温州又是南戏的发祥地，因此瓯剧
个行当、每一个人物都会运用不同
儿，至今多少年”……一小时左右的
汝将让观众在刚才的表演中找出戏
与南戏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方
的元素来呈现。为了让观众更直观
讲座结束，观众们仍沉浸其中，意犹
曲中的各个行当。温州日报小记者
汝将的话语刚落，青年演员吴鑫、王
地了解做功，方汝将请旦角、丑角、
未尽。方汝将说：
“温州是南戏的故
季芸辰第一个举手，她说自己对戏
秀丽便上台以乱弹腔唱起《高机与
花脸各自现场表演一段，其中穿着
乡，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通过网络直
曲十分感兴趣，还学过一段时间京
吴三春》，该剧由温州地方民间传说
10 多公斤重戏服的花脸接二连三的
播这种形式，
让远在海外的侨胞子女
剧。在方汝将的鼓励下，季芸辰现
故事改编，讲述一段凄美的爱情故
高难度抬腿动作收获叫好声不断。
也能够有机会寻根传统文化，
实现代
场唱了起来，稚嫩的声音唱起京剧
事，被称为浙南的《梁祝》、中国版的
紧接着，精彩的“打”功上演，更
代传承，
是非常有意义的。
”

龙港再添电力
“生命线”

白沙—钱金 220 千伏线路工程投产
本报讯 （记者 柯哲人 通讯
员 刘安然 王雪） 昨天 12 时 36
分，在温州 220 千伏钱金变电站内，
随着“砰”的一声第三次合闸成功，
龙港市生命线工程白沙—钱金 220
千伏线路工程顺利投产。
经济发展，
电力先行。为满足龙
港市各方建设带来的巨大电力需求，
国网温州供电公司投资 1.3 亿元建设
白沙—钱金220千伏线路工程，
这是针
对龙港市的电力基础设施提升工程，
为浙江省重点工程，
也是龙港撤镇设
市以来最大的电网建设工程。
据悉，工程在位于龙港市的 220

千伏白沙变电站和位于苍南县的
220 千伏钱金变电站内分别扩建两
个 220 千伏间隔，新建 95 基铁塔和
28.51 千米输电线路，投运后大大强
化龙港电网架构，预计可承担龙港
市 40%用电负荷，有效缓解龙港撤
镇设市后的供电压力。
据工程项目经理王寅介绍，线
路跨越龙港到苍南的 7 个乡镇（片
区），途经山地、平原，穿过海域、渔
港、旅游景区，涉及矿山建设、液化
石油气站等敏感点，遭遇了线路工
程建设可能遇到的所有难题。而大
部分新建铁塔都在山里，没有直通

的运输道路，材料几乎全部利用骡
队和人力来运输。
工期紧，任务重。复工复产后，
国网温州供电公司统一部署、多方
协调，与参与建设单位中国能源建
设集团浙江火电建设有限公司共同
协作，倒排工期，争分夺秒，平均每
日投入 300 余人的施工建设力量。
所有人员放弃周末假日，利用智能
运检技术手段全程线上监督，高风
险架线施工作业期间抽取 40 多名精
干人员驻点监督。
“进入夏季高温天后，作业期大
大缩短，线路验收每天清晨 5 点开

始、10 点前必须收工。”王寅说，为了
弥补作业期缩短的局面，国网温州
供电公司加倍投入验收力量，最忙
碌时 200 多人同时开展验收，
最终提
前两个月完成工程建设和验收工
作。
再有一个月，龙港市将迎来撤
镇设市一周年。随着龙港市推进实
施“一区五城”发展战略，温州大都
市区南部中心城市的蓝图正全面铺
开，由座座铁塔和条条银线组成的
能源“生命线”，跨越山海，将强大的
电流源源不断地注入到这座新兴之
城。

近年来，广大温州籍官兵始终怀着对党的忠
诚、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国防事业的追求，
坚持不懈
用习近平新时代强军思想武装头脑，扎根国防一
线，听党指挥、坚守使命，勇于拼搏、奋发作为，不
求名利、甘于奉献，涌现出一大批爱党报国、矢志
强军的先进典型，在强军兴军伟大实践中诠释升
华新时代温州人精神，
为家乡赢得荣誉赞誉，
为温
州当好
“重要窗口”
的建设者、维护者、展示者提供
了素材、贡献了力量。党的十九大鲜明提出：
让军
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为鲜明坚决贯彻这一
指示要求，
进一步提高军人职业荣誉感，
大力营造
我市尊崇军人社会风尚，在全社会持续掀起关心
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热潮，
本报今
天特推出“八一光荣榜”，公布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期间立功受奖的温州籍现役官
兵名单。

林存联，男，汉族，浙江温
州苍南县霞关镇人 1983 年 12
月出生，2001 年 9 月入伍，现任
武警海警总队浙江支队舟山大
队队长，中校警衔，父亲林成
森，母亲柯丽娇。2019 年 9 月，
林存联因工作成绩突出，被武
警海警总队记二等功。

林金鹏，男，汉族，浙江温州永
嘉县碧莲镇人 1982 年 11 月出生，
2002 年 12 月入伍，现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 96885 部队某营营长，少校军
衔，父亲林伯升，母亲杨美菊。2019
年 3 月，林金朋率部执行某国防工
程建设，
创新工作方法模式，
圆满完
成任务，创下部队历年建设成绩新
高，
被 96885 部队记二等功。
鹿城区（10 名）
林 建 黄鹏宇
谢 炜 史悠扬
龙湾区（7 人）
刘东来 王汉东
瓯海区（6 人）
陈志华 陈胜义
洞头区（1 人）
朱泽洋
瑞安市（13 人）
夏晨豪 陈 珏
宋之文 张捷翔
平阳县（22 人）
季圣贤 童莉莉
林友波 施正理
吴 晗 黄兆俊
卢贤龙
苍南县（16 人）
林新恩 夏正前
周世通 陈先司
林棒棒 朱声特
永嘉县（11 人）
刘法和 汪进洲
金广斌 徐 雷
乐清市（21 人）
章朋飞 臧 政
陈江涛 陈 勇
将铄烨 章毓希
文成县（3 人）
王希晨 陆余定
泰顺县（3 人）
李绍辉 蓝崇俊
龙港市（5 人）
李 博 薛圣照

何宏根 朱泽军 郑
邵 洲

跃 赵

夷 薛武濮

何潮程 朱建泽 陈

键 项鑫博 季权锋

吴慈慧 凌金豪 林海鹏 周伟克

陈 佩 佩 蔡金辉
诸葛爱坚 陈伯轩

叶辞源 刘哲健
夏晓敏 陈昱璋

薛迪武

童宏烈 曹启厅 王昌盛 金振川 许思典
陈文彬 温庆来 陈成德 林 挺 郑 昱
陈培雷 钟振桂 雷朝蕾 黄宰宇 吴云棉

许慧财 杨道先 谢尚晗 许必荣 黄学孝
许允孝 陈文鲁 吴正贝 庄孝密 蒋建兴

赵学政 郑旭鹏 郑昌达 夏雷蒙 应楚童
潘利群 戴洛凯
黄伟南 胡伟杰 庄勇标 叶森鑫 虞冰寒
朱孔懿 万 琦 杨 涛 王赛滨 许荣强
梁 浩 蔡剑南 余璐婉 陈 龙 倪俊敏
周庆文
朱李苏
温时隆 上官磊 叶德林

15 年一贯制民办 120 个班级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温州慧中公学落地
本报讯 （记者 金朝丹） 7 月 31
日，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温州慧中公学合
作办学签约仪式在永嘉县举行，
永嘉县
人民政府与华东师范大学、浙江慧中教
育科技集团签约，
落户永嘉的慧中公学
（以下简称公学）将成为华师大教育集
团下第 48 所附属学校。
据悉，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于 1951
年，
近年来不断把优质的教育资源辐射
全国，
此次公学落地也是永嘉县探索多
元化主体合作办学、深化教育改革的重
要一步，
是上海与温州教育合作又一案
例。该公学有瓯北、三江两大校区，总
占地面积 280 亩，办学规模可达 120 个
班级，学生 4000 人，是一所集学前教
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于一体的 15 年
一贯制的民办学校。该校瓯北校区位
于瓯北街道新桥路,计划工期为 2020

年-2023 年。三江校区选址于三江世
贸中心东首，
已经完成主建筑的主体施
工，
正进行配套设施建设。
“在外闯荡的这些年，我心里一直
有一个梦想，希望可以在家乡创办一所
学校，实现我心中的教育情怀，此次我
们立志要办一所有温度的国际化学
校。
”浙江慧中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钱
金波表示。浙江慧中教育科技集团成立
于 2019 年，是由红蜻蜓品牌创始人钱
金波，携手归国华侨、鸿鑫控股集团董
事长陈时满，实业家黄胜丰和黄统兴等
四位温州籍实业家，共同创办的创新型
民办教育集团。目前，慧中教育还拥有
一起橙长幼儿园、罗东小学等教育品
牌，致力打造集学前教育、基础教育、
国际教育及教育服务于一身的“教育生
态体系”
。

市工商联与浙大温州研究院合作

助推温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李中） 为全面深化校地
合作探索新路子，7 月 31 日，市工商
联与浙大温州研究院举行战略合作协
议签约仪式，双方将围绕温州建设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新时代民营经济之
都，以及浙江大学温州研究院打造省
级研发机构、温州区域高能级平台的
总体目标，在招商引智、创新成果转
化、高层次人才引培等领域开展长期
紧密的战略合作，共同推进温州经济
高质量发展。
温 州 和 浙 大 牵 手 合 作 已 走 过 15
年，校地合作项目累计超 1500 项。去
年 1 月以来，双方开启了校地全面战略

合作的全新阶段，
并设立浙大温州研究
院。今年 4 月，浙大“两院”院士开展温
州行，
形成了一批拟引进项目清单。目
前，浙大温州研究院一期、二期工程已
交付使用，创新中心建成投用，省级博
士后工作站成功获批，
一批研究团队入
驻，产业化基地加速推进，努力打造成
为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孵化、技
术咨询、教育培训、学术交流等六大功
能为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
据悉，下一步双方将在产学研合
作、共建全球温商合作中心、共同推动
设立科创基金孵化项目等方面开展合
作，
联动推进各项工作早日取得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