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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吴伊玲 周舒婷

通讯员 沈甸 蓝望

日前， 规模最大的多端交直流混合

柔性配网互联工程在广东珠海唐家湾成

功投运。 据介绍， 此项目是南方电网推

进国家能源局首批“互联网+” 智慧能

源示范项目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成功引

导了一系列标志性、 带动性强的重点产

品和装备推广应用， 形成了柔性直流配

电网系统技术标准规范， 填补国内外的

空白。

探索能源互联网建设新方向

据了解， 唐家湾多端交直流混合柔

性配网互联工程由三个柔性直流换流

站、一个直流微电网构成，各换流站之间

采用地下电缆相连接。 工程为国际首个±

10kV、±375V、±110V 多电压等级交直流

混合配网示范工程， 也是世界最大容量

的±10kV 配网柔直换流站。

珠海供电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

启动的多端交直流混合柔性配网互联工

程， 通过采用世界最大容量±10kV 等级

中压柔直换流阀、 首创应用三端口直流

断路器、 世界最大容量±10kV 直流变压

器，既能调节潮流，又能调节电压，实现

了对电网内各个节点的电压水平进行实

时的调控。

据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基建部副

主任黄滔介绍， 珠海唐家湾多端交直流

混合柔性配网互联工程实现了供电区域

互联互济，提高了配网灵活性与可控性，

促进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友好接入，提升

电网资源使用效率和电能质量。

珠海供电局表示，支持能源消费革命

的城市-园区双级“互联网+”智慧能源示

范项目的解决方案是通过物理层进行网

络智能升级，通过信息层实现各类能源信

息的融合，最终在应用层实施智慧用能服

务，提升能源消费体验，提高社会整体用

能效率。

搭建智慧能源大数据平台

接下来，珠海供电局还将通过搭建智

慧能源大数据平台作为信息层和应用层

主体框架， 与广东电网已建成的大数据

平台进行数据上的交互， 并且为综合能

源服务、多协同运营、需求响应等高级应

用进行总体的支撑，涵盖行业信息、市场

动态信息以及电网传统业务上、 环境空

间数据等各方面数据的获取， 最终实现

大数据的整体应用。

专家指出，城市级能源信息

融合，是通过综合能源信息采集

和互联网技术，将综合能

源信息接入，实现全市智

能电表和低压集抄全覆

盖，不仅实现约 1 万户用

户通过网络信息接入，同

时实现光、储、充、

冷、热、气、水等多

形式资源的信息接

入， 支持粤港澳大

湾区能源互联网创

新发展。

近期，一条有关车辆年审的消息在

朋友圈热传， 声称相关政策有重大变

化，引起不少车主和驾驶员的关注。 交

警部门对此发布消息称，上述流传的有

关车辆年审信息均属谣言。

最近，一条有关车检新规的消息的

珠海微信朋友圈热传，内容为：“2019 年

1 月 1 日起， 当月该年检的车辆必须当

月完成，或者提前两个月审验。 ”对此，

交警部门表示，2019 年 1 月 1 日并无所

谓车辆年审新规；造谣者表述也很不专

业，前半句说的是“年检”，后半句说的

是“审验”，审验一般指的是 A、B 牌或者

校车驾驶员要参加审验学习，针对的是

驾驶证，而不是机动车。

据交警部门介绍，目前珠海的机动

车年审政策仍然维持原状，机动车年检

可以提前，但只能提前 3 个月。 比如机

动车年检有效期是 12 月 31 日，可以提

前至 10 月 1 日开始进行年检

（ 六年免

检或者上线验车）

。 车辆逾期未年检上

路行驶，罚款 200 元、扣 3 分。

信息时报记者 刘明远 周舒婷

通讯员 杨小江

记者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了解

到，为切实做好 2019 年元旦期间珠海市

食品安全工作，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积极

落实属地监管职责， 赴各区开展食品安

全督导检查。据统计，此次检查共出动监

管人员 52 人，检查各类食品生产、经营

单位 90 家

（ 个）

，责令改正 22 家

（ 个）

，发

放宣传材料 185 份。检查整体情况良好，

对检查中发现的销售台账不齐全、 散装

食品标识不规范等问题， 检查组已当场

责令整改，并后续跟进处理。

据悉，在此次检查中，督导组查验了

进入珠海市生猪产品动物检疫合格证和

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 检查餐饮服务单

位是否落实餐厨废弃物处置管理制度，

是否签订委托协议将餐厨废弃物交由经

相关部门许可或备案的餐厨废弃物收

运、处置单位处理，是否建立餐厨废弃物

处置台账，是否详细记录有关情况等。

在检查食品经营者时， 侧重查验了

销售散装米粉、 河粉经营者销售散装食

品的资质， 检查经营者落实食品进货查

验、 贮存运输、 散装食品的标签标识情

况， 严查采购未标识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的散装米粉河粉，严查销售、使用过期、

腐败变质米面制品、淀粉及其制品等。

对于节日期间消费量大、 消费者申

诉举报多的日常生活必需食品， 督导组

突出酒类、 乳制品等重点品种特别是散

装食品， 依法监督应节食品经营者建立

和落实进货查验和记录制度， 同时切实

加强对应节食品包装、标识、生产日期、

保质期、储存条件等的执法检查。

信息时报记者 周舒婷 实习记者 贾桂玲

记者从交警部门获悉 ，今

年元旦假期期间

（

2018

年

12

月

30

日 至

2019

年

1

月

1

日）

，共有 25.3 万辆次车辆进

出珠海。 交警部门每天出动警

力 730 人次，共查处交通违法

行为 2023 宗。 全市没有发生

严重交通拥堵，没有发生一般

以上交通事故，实现交通事故

零伤亡的目标。

据交警部门介绍，今年元旦

期间， 交警部门每天安排民警

320 人、 协管员 310 人、 保安员

100 人加强路面疏导监控， 全市

道路交通畅顺，秩序良好。 高速

公路、情侣路片区、拱北口岸片

区、105 国道坦洲路段、珠海大桥

以及华发商都、富华里、扬名广

场、奥园广场、茂业百货等商圈

交通繁忙， 但交通秩序良好，没

有发生严重交通拥堵。

元旦期间，交警部门以“降

速”

（ 降低高速公路和主干道车

速）

、“查酒”

（ 坚持节日期间天

天查酒驾）

、“治超”

（ 查处客运

车辆 、农村小型面包车和摩托

车 超 载）

为重点，大力加强交

通整治， 全面预防交通事故 ,

确保岁末年初全市交通安全

形势平稳，共查获酒醉驾司机 35

人， 醉驾人员均被依法刑拘，追

究刑事责任。

信息时报记者 刘明远 周舒婷

通讯员 杨小江

智慧能源项目珠海投入运营

车辆必须提前两个月审验？ 交警辟谣

市食药监局开展食品安全督导检查 珠海交警查获35名酒醉驾司机

元旦小长假 他们坚守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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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能源示范项目。 珠海供电局供图

工作人员巡检中。 珠海供电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