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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阳）日前袁
省农业农村厅公布了第二批数字
农业工厂试点创建主体名单袁确
定杭州金色池塘生态农业观光有
限公司等 91 家主体为第二批数
字农业工厂试点创建主体遥 其中袁
我区有 2 家上榜袁 分别是大陈岛
养殖股份有限公司尧 冬领鲜花种
植专业合作社遥

大陈岛养殖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02 年袁专业从事大黄鱼的
繁育尧养殖尧收购尧冷藏尧加工尧销
售遥 企业拥有现代化的大黄鱼生
态养殖基地袁其中育苗尧加工占地
面积 37 亩袁 海水养殖面积 32.52
公顷袁有大陈岛大黄鱼养殖基地尧
沙埕大黄鱼苗种培育基地尧 沿浦
大黄鱼种苗繁育场尧 台州大黄鱼
集配中心等 4 个生产部门遥 是目
前浙江省规模最大的网箱养殖企
业尧大黄鱼出品基地袁也是国家无
公害产品生产基地尧 农业部高效
水产养殖示范基地遥 连续多次获
得浙江省农业博览会金奖遥

椒江冬领鲜花种植专业合作
社成立于 2008 年 8 月袁花卉种植
基地面积 350 亩袁 总投资 800 余

万元袁已建成花卉种植大棚 4 万平
方米袁 配备节水灌溉一体化设施遥
通过设施栽培袁合作社全年都能生
产鲜花袁其中以清明和金秋两个时
间为销售旺季袁 除了国内市场袁其
鲜花还出口至日本尧韩国袁并多次
在浙江省花卉展销会上拿下金奖遥

成为数字农业工厂试点创建
主体袁 两家企业将重点在生产环
境尧生产过程尧流通营销尧质量安
全尧生态保护等环节袁推进数字技
术装备的系统集成与综合运用袁发
挥数字技术综合效能遥

大陈岛养殖股份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袁 利用数字化改造
后袁将实现大黄鱼的精准化养殖管
理袁项目实施后袁预计节省劳动力
成本 15%袁增加产量 20%袁增加效
益 20%以上遥 椒江冬领鲜花种植
专业合作社相关负责人表示袁利用
数字化改造后袁预计可实现更加精
准的大棚内生产环境管理袁通过节
水灌溉系统袁实现精量灌溉袁不但
可以有效节约用水还可以大大节
省劳动力遥 预期改造后袁项目核心
区面积 60 亩袁每年可增收 43.8 万
元遥

我区新增两家省级试点

□本报记者 林 琦

2017年销售收入仅有 385 万
元袁到 2019 年销售收入达 6000 万
元袁三年翻了将近 20 倍遥

道致科技是如何做到快速发
展的钥

成立于 2016 年的台州道致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袁是一家以医药化
工行业为切入点袁通过工业互联网
和物联网相结合袁利用大数据分析
等工具打造智能生产新模式的科
技型企业遥

形成自主特色工业互联网数
字生产系统平台

日前袁在台州道致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互联网控制平台上袁工作
人员正在远程反馈一家国外客户
的订单生产情况遥

台州道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
息开发部总监冯泳告诉记者院野法国
客户正好是在疫情期间下的订单袁
由于距离和疫情的原因袁 没办法亲
自到现场来看订单的详细情况遥 我

们在网络上搭建数据反馈平台袁法
国客户只要通过电脑袁 就可以实时
查看生产数据和进度遥 冶

据了解袁 台州道致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投入千万元研发资金袁 自主
开发了高端模块装备及信息化控制
软件袁 建立自动化和数字化的控制
平台袁 进而形成自主特色的工业互
联网数字生产系统平台袁并在此平
台上实现了高端精细化学品规模化
生产和销售遥

短短三年袁 销售收入从 385 万
元增加到 6000 万元袁客户遍布全球
多个国家袁同时和国内的天宇股份尧
迅达药业尧 皓天化学等知名药企建
立了长期尧稳定的合作关系遥

野法国公司最近在我们公司下
了一亿的订单袁 我们合作得非常良
好遥 冶台州道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陆慧骅表示袁 他们的客户
遍布全球各地袁并与法国尧美国的国
际医化公司有长期的合作遥

推动技术、流程标准化，实现生
产数字化

在公司一间不超过 200 平方
米的生产车间里袁你可以看到由管
道尧投料器尧反应釜等组成的生产
线尧生产模块袁完全由电脑控制袁无
论是投料尧生产合成袁都是智能化
操作遥

生产中的每个环节尧每个步骤袁
都做到了数字化尧可视化尧信息化袁
实现无人化和连续化操作遥 这是该
公司自主研发的一个自动化生产
线袁原来如果一个生产车间需要 30
个人袁 现在能减少百分之七八十的
人工成本袁 只需要五到六个人进行
设备维护和现场巡查遥

这样的智能生产袁 只需要授权
人袁将机器启动以后袁就会按照设定
好的程序运行尧生产遥物料信息通过
扫码袁进入资料库袁数据库匹配成功
后袁机器启动遥

从产品的工艺标准化入手袁接
着实现技术标准化袁 最后推动流程
标准化袁从而实现生产数字化遥与传
统化工行业生产工艺相比袁标准化尧
智能化生产袁排除人工的不稳定性袁
更精细尧更安全尧更可控袁效率翻倍
了袁质量也大大得到提升遥

陆慧骅认为袁 一个公司的发展
在科技创新发展上要舍得投入遥野随
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袁 数字经济才是
未来经济的根本袁 任何一个行业的
数字化都有颠覆性的力量遥 我们通
过创立数字化的平台袁 从传统型转
向数字经济发展袁做精准开发尧精准
生产遥 冶

借助数字化的力量实现发展腾飞
道致科技现有员工 46 名袁 其中

专职研发人员 38 名袁占员工人数的
83%袁包括软件工程专业尧信息自动
化专业尧 化学专业等多领域专业人
才遥 在科技创新道路上袁知识产权成
了公司最重要的无形资产袁 截至目
前袁公司已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2 项尧
实用新型专利 9 项尧外观专利 3 项尧
软件著作权 5 项和作品著作权 3
项遥

经过三年的研发投入袁 公司已
形成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大板块袁
即高端精细化学品定制销售平台袁
实现订单化产品研发尧 绿色化生产
工艺尧定制化生产流程袁实现研发-
生产-市场的全过程数据链对接曰
高端数字化装备袁 集模块化尧 自动
化尧数字化为一体袁根据产品工艺多
模块组合袁 实现生产全过程的可视
化和实时监控远程管理曰 自主研发
的信息管理系统通过收集生产数据
和大数据分析袁 实现智能化生产预
测和生产优化袁 极大地提高了劳动
生产率遥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袁 该公司还
制定了今后三年的发展目标袁 即建
立核心的数字化医药产业园曰 建立
示范性工业(4.0)柔性生产线袁高端
模块化装备的设计和安装调测基地
以及工业大数据平台袁 不断满足国
内外客户的需求遥

3年销售额翻了近 20倍
———看医化界黑马道致科技的“数字工厂”

本报讯（台州日报记者 陈巍）
昨天袁 市委书记李跃旗赴相关县
渊市尧 区冤 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转办的重点信访件以及现场督
查发现问题处置工作开展实地督
查遥

李跃旗指出袁 要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上来袁
统一到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具体要
求上来袁 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
维袁 标本兼治改袁 全面彻底改袁 以
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向党中央和人
民群众交出一份满意答卷遥

市委常委尧 秘书长周凌翔参加
督查遥

督查期间袁 李跃旗实地检查了
方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污泥堆放
点处置进展情况尧 振港染料有限公
司暗管偷排问题整改及外沙岩头医

化行业整治情况尧 椒江区岩头桥砂
石场及 野一江两岸冶 环境综合整治
情况尧 万隆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及椒
江区造船行业整治情况尧 原中兴沙
场地下渗出污水直排问题及危化品
运输车辆停车场整治情况遥 接到信
访举报后袁 相关县 渊市尧 区冤 党政
主要领导领办袁 分管领导具体办袁
联合相关部门全面开展执法检查袁
第一时间落实整改措施袁 对其中涉
嫌环境违法问题立案查处遥

针对这些问题点位的整改袁 李
跃旗逐一了解进展情况袁 逐一指出
存在问题遥 他指出袁 对于生态环境
保护领域重点信访件处置工作袁 各
级各相关部门落实督察整改的认识
是到位的袁 态度是坚决的袁 行动是
有力的袁 但工作中仍存在不足遥 这
些生态环境领域出现的问题袁 代价

很大袁 教训很深遥 各级各部门要深
刻吸取教训袁 深入自查自纠袁 果断
重拳出击袁 以 野零容忍冶 的态度查
清问题原因袁 严格整改标准袁 严守
整改时限袁 野清单式冶 交办袁 野专
班式冶 推进袁 野销号式冶 办结袁 确
保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遥

李跃旗强调袁 督察整改容不
得半点敷衍尧 掺不得丝毫水分袁
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袁
全力以赴推进整改工作袁 真正做
到 野原因不查清不放过尧 问题不
处理不放过尧 整改不到位不放过尧
责任不落实不放过尧 群众不满意
不放过冶遥 思想认识要再提高遥 严
格落实 野党政同责尧 一岗双责冶袁
党政主要领导要亲自领办尧 亲自
督办袁 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各负其
责尧 协同作战袁 既要整改生态环

境问题袁 也要整改工作作风袁 以
整改的成效来检验党委政府和部
门的执行力遥 整改重点要再明确遥
聚焦生态环境领域问题突出的重
点行业尧 重点领域袁 以重点信访
件处置为突破口袁 野地毯式冶 开
展大排查大整治袁 全力推进废气尧
废水尧 固废等污染的综合治理袁
推动医化行业整治尧 沿江沿海岸
线管理尧 危化品生产运输监管等
一批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遥 长效
机制要再完善遥 以督察整改为契
机袁 全面落实 野整体智控冶 理念袁
建立健全常态化整改机制和生态
环境保护长效机制袁 从源头上补
齐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短板袁
切实把抓好问题整改转化为提升
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强大动力和
实际成效遥

李跃旗在我区督查环保领域重点信访件处置时强调

标本兼治 全面彻底 高质量完成整改 □本报记者 王丹凤 通讯员 翟雅璐

扬尘整治犹如逆水行舟袁必须始终高压尧必须时
刻关注尧必须持续推进遥

举措一：严查重罚 保持高压
为进一步提高空气质量袁区综合行政执法尧医化

园区管委会尧交通尧交警等部门袁联合持续开展扬尘
管控野零点行动冶袁对未覆盖尧抛洒滴漏尧超载超重等
现象开展违法行为整治遥

连续 40 日开展零点行动袁 出动人员 1080 余人
次袁检查车辆 1600 余辆袁其中整改 600 余辆尧查扣
118 辆袁立案 98 起袁处罚款 76 万元遥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直属三中队负责人陈勤说院
野我们专门成立夜间工作专班袁在 S325 省道尧开发大
道尧中心大道尧台州大道尧外沙路尧市府大道尧东环大
道等扬尘污染高发路段开展 24 小时不间断巡查袁第
一时间发现尧第一时间处置抛洒滴漏等违法行为遥 冶

工作专班还通过采取片区动态整治尧 全域联合
整治尧重点时段突击整治方式袁形成全时尧全域尧不间
断监管态势遥 下阶段袁将重点加强信息化建设袁做强
做实智慧城市管理遥

同时在全区主次干道增加夜间机扫作业袁 在夜
间 8 点至 12 点袁共安排 9 辆洒水车尧9 辆扫地车袁18
名驾驶员对全区主次干道增加洒水 1 次尧 清扫 1 次
的机扫作业遥

举措二：立足高标 从严规范
记者走进学院路东安置房施工现场袁 看到施工

围挡规范尧物料全部覆盖尧路面全部硬化尧出入车辆
全部进行冲洗袁最大程度地降低扬尘遥

野针对在建工地尧在建项目袁我们采取耶人防+技
防爷手段袁通过完善扬尘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系统袁
严格落实建筑工地扬尘治理耶六个 100%爷责任遥 冶区
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遥

据悉袁区住建局专门组建巡查小组袁采取每周常
态检查和每季专项督查相结合的方式袁 定期不定期
对在建工地尧项目开展督查遥一旦发现未达扬尘治理
标准袁立即责令停工整改袁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从严处
罚遥

在技防方面袁今年上报市级重点监控项目的 56
个项目袁 除项目完工已拆除的 4 个尧 合用项目的 1
个尧停工已取消合同的 1 个袁剩余 50 个房建和公建
项目均按要求全部安装扬尘检测设备遥 对辖区所有
地下室开挖面积 5000 平方米以上建筑工地均安装
扬尘在线监测设备袁 并与台州市智慧工地管理平台
联网遥

举措三：健全制度 确保长效
建立扬尘防治野多维督查冶制度遥 坚持源头管控

与执法巡查相结合尧专项整治和日常监管相结合袁建立健全野日常巡查尧月
度检查尧双月督查尧季度通报冶的巡查督查工作制度袁确保工作始终处于高
压遥

建立扬尘防治野黑名单冶制度遥依据扬尘污染治理标准切实加强监管袁
对检查发现存在扬尘污染问题的单位袁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曰到期未整改
或整改不到位的袁责令停工整改并约谈相关主体负责人曰约谈后仍整改不
到位的袁列入野黑名单冶遥

建立扬尘防治野零容忍冶制度遥 健全完善信息共享尧定期会商尧联合执
法机制袁对各类扬尘污染问题要依法依规从严从重处罚遥对工程车未覆盖
的袁处以 2000 至 20000 元不等处罚曰对于工程车覆盖不严的袁处以 1000
至 10000 元不等处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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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葭沚老
街广场地下停车场
正在紧张地建设中。
据介绍，目前葭沚老
街广场工程已完成
地下负 2 层顶板施
工，预计今年 10 月
底完成地下室顶板，
12月底地上建筑结
构封顶，建成后能容
纳 450 辆车停放。

本报记者
水 水
徐丽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