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3

关注 INFORMATION TIMES

·珠中江
2018.11.15 星期四

这一群人不该被忘记
珠海市商务局借航展
多措并举促招商

航展6天，食药监部门全天候视频监控11家供餐单位
航展期间，全市食药监部门坚持
在一线，履职尽责，在航展现场及外
围全面开展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
工作，确保观众 、游客 、嘉 宾 享受 安
全、美味的
“
航展盛宴”。
本届航展规模大、 供餐单位多、
就餐区域广、菜品形式丰富，食品安
全保障任务也随之加重。为提高工作
效率，提升保障效果，市食药监局首
次在指挥中心构建了重大活动食品
安全监控平台，通过对现场全部11家
供餐单位安装摄像头，实现对供餐单
位全方位、多方面、无死角的实时远
程监控。 监控视频同时对接“食安珠
海”微信公众号，将后厨加工制作情
况以“阳光”的方式真实展现给观展
群众。
市食药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航
展作为珠海市主办的一项国际性盛
事，其饮食安全关系几十万名观众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全市食药监部门
一直高度重视， 始终以群众安全、观
众满意为目标，全力以赴做好食品安
全保障工作。 连日来，市区各级食药
监部门加足马力，加派人手，履行职
责。其中，在航展现场，市食药监局一
把手亲自带队，率监管、快检人员对

第 12 届中国航展在珠海成功举办。 期间，珠
海市商务局抓住时机，展开了一系列活动，为珠
海航空产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举行军民两用与新材料发展对接会

快检人员对
航 展 馆 内 全 部 11
家餐饮服务单位
进行全覆盖实地
检查 。 通 讯员 供图

航展馆内全部11家餐饮服务单位进
行全覆盖实地检查、全天候视频监控
及全面抽样检测。 同时，针对现场无
证销售盒饭违法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维护观众合法权益和舌尖安全。 在展
馆外围， 各区监管人员持续坚守一
线，针对重要嘉宾入住接待酒店及其
周边、主要商业街与旅游景点等重点
区域餐饮服务单位进行监督检查。 11
月6日至11日， 航展现场共派驻监管

人员240人次， 快检食品114批次；场
馆外围共出动监管人员539人次，检
查餐饮单位1529家次， 快检食品、食
用农产品2791批次。
航展6天，现场销售中西式盒饭、
自助餐约27万份， 就餐秩序良好，未
发 生 群 体性 食品 安全突 发 事 件 ，观
众、游客、嘉宾的对餐饮服务给予了
高度评价， 食品安全得到了有效保
信息 时 报 记者 陈 卫 芬 周 舒 婷
障。

11 月 5 日，由珠海市政府主办的军民两用与
新材料发展对接会在珠海成功举行。 会上，金湾
新材料研究院、电致变色舷窗材料、光子晶体生
物检测等 3 个新材料尖端项目签约落户珠海航
空产业园，总投资额约 2.1 亿元，预计产值约 13
亿元。
本次对接会旨在探讨军民两用与新材料产
业结合发展的有效途径，推进军民两用技术创新
成果双向转化和资源共享，推动军工优势资源与
战略性新兴产业深度融合，搭建军民融合协同创
新平台，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
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据了解，此次珠海航空产业园引进的一系列
新材料尖端项目，必将助力珠海航空产业园加快
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珠海产业园也将继
续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军民融合发展
战略，为新材料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提供有力
支持，不断提升新材料产业发展水平。

将建全国知名新材料产业创新基地
11 月 6 日，第 12 届中国航展开幕当日，金湾
新材料研究院揭牌。 研究院旨在通过产品展示、
科技咨询、技术转移等服务，吸纳聚集高端人才、
前沿科研成果，为政府、高校、科研院所、投资机
构、生产企业等建立合作枢纽，打造
“政产学研资
用”一体化科技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珠海航空
产业园新材料产业聚集水平，促进新材料科研成
果转化，打造金湾航空航天产业加速器及人才智
库，建设全国知名的新材料产业创新基地。

航展期间如何达到“0秒”不间断供电？

南方电网为第12届航展提供绿色动力
为保障航展顺利进行，保障中国
空间站核心舱首秀、新一代运载火箭
家族集体亮相以及中国航天科工历
史上最大规模的展示，南方电网广东
电网公司早早便进行部署、制定方案，
进行多次演练，做好全面风险预控管
理，满足本届航展期间各种高、精、尖
设备专用电力的需求。

航展无人机研讨会 12 项目落户珠海

大负荷测试力保用电安全可靠
“本届航展的电力需求容量高达
32740 千瓦， 相当于 4 万台空调或者
冰箱在同时用电。 ”南方电网珠海金
湾供电局三灶供电所运行维护班副
班长叶可伟透露，为提前测试并预控
航展馆在供电负荷、电能质量、设备运
UPS 电源车为航展保障电力供应。 珠海供电局供图
行温度以及安全用电等方面的问题，
11 月 4 日，珠海金湾供电局连续对航
航展新增了不少大型餐饮供应商，由
航展餐饮公交用电“重点照顾”
展馆内 3 个开关站、27 台变压器等重
于场馆内的餐馆不能使用燃气， 因此
要设备开展大负荷测试，通过全面性
食物加工与分配都依赖于电力， 用电
检验确保用电安全可靠。
记者获悉， 除了提前进行大负荷 需求相应增加。 ”
“大负荷测试是我们在航展前夕 测试外， 珠海供电局还为航展中央主
珠海为打造首届“
最畅通航展”，
最重要的一次工作，判断保电人员能 席台提供了 400 千瓦的 UPS 电源车 所有游客都需要搭乘电动公交车到达
否按照应急演练去准备，判断设备能 作为应急保障，通过 ATS 备自投配合 展馆大门。 为倡导低碳节能、 绿色出
不能经受大负荷考验，及时发现一些 多路市电、发电机备供三重保障，达到 行， 珠海金湾供电局在航展前夕对辖
潜在的隐患并在航展前及时解决。”完 “
0 秒”不间断供电，可支撑自供电约 区新建的 21 座充电站、139 支充电桩
成好展馆中心开关站保供电点的大负 达 3 个小时。同时，在航展馆新闻中心 进行全面细致的巡查工作。 据珠海金
荷测试后，叶可伟随即一一检查了线 配备两台 500 千瓦的发电车、 贵宾楼 湾供电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些充电
路，
“
我负责运维的设备主要为新闻中 配 1 台，确保能应对各类紧急情况。
站为服务航展的 500 多台纯电动公交
心、 贵宾室和 8 号馆提供稳定可靠的
“我们还针对餐饮区增设了 9 台 车提供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
信息时报记者 吴伊玲 周舒婷
电力。 ”
中压箱式变压器。”叶可伟表示，
“
本届

11 月 6 日，由珠海航展有限公司承办，珠海
市商务局、珠海市航空产业园管委会协办的“无
人机创新发展研讨会” 在第 12 届中国航展新闻
中心举行。
研讨会上，珠海智能警用装备实验室、哈瓦
无人机、南利无人机等投资总额高达 49.3 亿元的
12 个项目签约落户珠海。 其中，10 个项目签约落
户珠海航空产业园。
据悉，近年来，无人机因其独特的优势成为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热点，代表着
未来通用航空业的发展方向，无人机产业将成为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而举办无人机研讨会旨
在为参加中国航展的国内外无人机展商提供一
个高水平的专业交流平台，以便业内人士全面了
解无人机产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珠海市副市长孔令栋表示，珠海市将继续推
进无人机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资源共享，推动无
人机优势资源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深度融合，加快
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无人机产业发展
格局。 信息 时 报 记者 周 舒 婷 实 习 记 者 贾 桂 玲

通讯员 沈甸 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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