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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天气闷热，不少家庭空调
整天“开工”，电费也蹭蹭往上涨，有
什么办法可以省电又省钱？

“随着电能变得越来越‘智
慧’，未来人人都能拥有一个‘能源
管家’，根据家庭用电特点、峰时谷
时智能控制电能甚至多种能源使
用，为人们带来一场能源消费革命。”
日前，在珠海唐家投产的“互联
网+”智慧能源示范项目基地，南方
电网广东珠海供电局电网规划中心
规划专责李建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对于智慧用能的探索实践，是
基于他们团队在不到24个月的时
间内实施国家级“互联网+”智慧能
源示范项目中突破的多个技术成
果，该成果将助力智慧电网建设提
质增速。

争分夺秒，确保工程如期交付

2016年7月，国家能源局在全
国范围内组织实施“互联网+”智慧
能源示范项目，探索可持续发展的
能源消费模式。广东电网公司积极
组织珠海供电局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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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6月，该项目作为55个
全国首批“互联网＋”智慧能源示范
项目之一成功获批并列入南方电网
公司智能电网重点建设项目。

2018年 7月，项目时间过半，
距离项目交付时间也不到 6 个
月。珠海供电局电网规划中心智
能电网规划专责刘尧深感“压力山
大”，主要负责项目物理配电网架
建设的他，从未在凌晨 1 点前入
睡，每天组织3、4次技术协调讨论
会，每月 2、3 次连轴转出差是常
态。为此，同事称他“像个高速运
转的陀螺。”

“我国柔性直流配电网技术资料
不足，而国外相关核心技术对我国实
行封锁，导致作为项目物理层建设内
容的唐家湾柔性直流配电网工程，从
系统研究、工程设计、设备制造，再到
现场施工、运行调试，都遇到了前所未
有的技术难题。”对于刘尧来说，工程
建设过程就是他“死磕”一个个技术设
备的过程。

±10千伏三端口直流断路器是
工程中极为关键的技术设备，在出厂
前的调试验证中，由于三端口直流断
路器的控制逻辑问题和切换方式运行
策略的不确定性，无法在规定时限内
按时供货。

“每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工程
进度只有提前，没有落后。”为了解决
这一难题，刘尧果断放弃国庆假期飞
往山东，7天时间里组织召开了20余
次技术协调讨论会，在设备厂内进行
了100余次故障电流切除开关试验，
甚至亲手拿起电烙铁焊制电路板。

经过反复的修改完善，刘尧及团
队成员终于确定了最佳的断路器控制
技术方案，保证了后续试验的顺利进
行，为工程抢夺了有效时间。

如今，刘尧正和团队成员一起梳
理智慧能源示范项目实施过程中形成
的标准规范，总结技术经验。“示范项
目已建成投产，形成并申请国际级技
术标准以供大力推广，是目前乃至未

来的重点工作。”刘尧介绍，目前第
一批“标准规范”已有三个在南方电
网公司内部征求意见稿，第二批四
个“标准规范”初稿已出。“建设智慧
电网，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
很多事要做。”

从0到1，破解技术难题

物理配电网架建设是智慧能源
示范项目坚实的“塔基”，应用层的
建设则是造型百变的“塔身”，为智
慧能源的应用赋予多种可能性。项
目实施过程中，李建标主要负责应
用层核心技术的攻关及支撑平台开
发工作。

“智慧能源的应用研究，不只是
对供电内部系统机制的提升，也是
对外部用户用电服务理念的革新。”
李建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智能电网的技术攻关，是从0
到1的过程。”与刘尧面临的情况类
似，李建标在攻克“多能协同”等核
心技术时，涉及近30种转化模型、
200余项关键参数，短时间内完成
攻关是极大的挑战。为此，李建标
在2个多月里翻阅上百篇国内外文
献，召开不下30次技术协调讨论
会，每天平均只睡5、6个小时。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李建标及
其团队的努力下，国内首次建立了
多能源系统评估模型，研发考虑能

源价格因素的多能协同优化技术，
提升了多能系统运行经济性，整体
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记者了解
到，该成果已应用于横琴区域，指导
该区域能源协同与优化应用，有效
降低了系统运行成本。

群策群力，凝聚“支部合力”

“互联网+”智慧能源项目涉及
领域广，包括物理配电网架建设、支
撑系统平台建设、多能数据信息接
入等，需要多单位协同，多专业配
合。在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
面前，电网规划中心党支部通过开
展支部牵手联建的方式，充分发挥
各支部的专业力量，解决了多项技
术难题和工程难点。

在物理层建设过程中，换流站
征地补偿、非常规设备采购等问题
一直制约着工程进度，为此电网规
划中心党支部第一时间联合基建部
党支部、香洲供电局计划建设部党
支部开展支部牵手活动，就如何建
立属地征地补偿联动机制、编制设
备采购技术方案等举行多次协调会
议，深入探讨并形成了相关机制，助
推了工程取得积极进展。

在信息层和应用层的建设过程
中，按工期要求，需在系统实施开发
工作前，敲定数据集成、需求响应等
多项关键工程实施方案。为确保项
目按计划有序推进，电网规划中心
党支部与信息中心党支部牵手组建
专项技术攻关组，在短短的三个月
内完成了对电力市场、信息、通信等
专业近20项难点的技术攻关和论
证，形成系列技术手册和工程方案，
有力推动了信息层和应用层建设。

在团队通力合作下，仅6个月
时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多端交直
流混合柔性配电网互联网工程按时
保质竣工投产，同比行业内类似工
程，至少提前整体1年半的时间，创
造了一个创新工程的建设奇迹。

“互联网+”智慧能源项目于
2019年3月15日成为首批首个通
过国家能源局组织验收项目，并于
3月29日被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国
家能源互联网发展白皮书2018》收
录。

能源革命路上的“追梦人”
——记珠海供电局“互联网+”智慧能源示范项目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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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推进出租汽车“文明服务九大提升”行动

乘客投诉同比下降近四成

珠海市斗门区皇家花园“烂尾楼”改造项目地块位
于斗门区井岸镇江湾一路南侧、西堤路西侧, 根据《珠
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珠海市城市更新项目申报审批
程序指引（试行）的通知》（珠府〔2018〕44号）相关规
定，我办通过公开抽签方式选定三家评估公司对该项
目（原用地面积18046平方米,用地性质为商住用地）
土地使用权出让需补缴的地价进行评估，取三家评估
结果的均值为最终评估结果。

我办现对地价评估结果进行公示。如对公示内
容有异议或任何疑问，可以在公示期间内向珠海市斗
门区城市建设更新管理办公室咨询反映。现公示内
容如下：

评估公司：
1、深圳市广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顾问有限公司；
2、广东公评房地产与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3、珠海中正土地房地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总地价：27968734元
公示时间：2019年9月11日至2019年9月20日

（10天）；
有效反馈意见时间：公示期内；
有效反馈意见方式：书面意见并注明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联系地址，送（或邮寄）至珠海市斗门区城
市建设更新管理办公室（联系地址：珠海市斗门区白藤
湖商业街2号）。

联系人：张生、刘生
联系电话：0756-5566732

珠海市斗门区城市建设更新管理办公室
2019年9月11日

公 示

入伙通知书
尊敬的洲际豪庭三期业主：

我司开发位于珠海市平沙
镇美平东路2233号的洲际豪庭
小区8栋、13栋已取得《房屋竣工
验收备案表》及入伙相关手续。
敬请业主亲临洲际豪庭10栋首
层洲际物业管理处办理收楼入
伙手续，详见《入伙通知书》。

咨询电话：
0756-7759966、7759733

珠海市洲际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0日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和《珠
海市地价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经法定程序批准给
下列单位使用的地块，截止2019年9月4日尚欠缴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价款及逾期缴款产生的违约
金，请下列单位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我局核办土地
出让收入征缴入库手续。

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0756-3268096 郑先生
0756-3268183 杨先生

联系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九洲大道中
2002号珠海市自然资源局1号楼4楼406房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9月11日

附欠款单位及欠金额

单位名称
珠海经济特区香洲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官村村委会
珠海经济特区白莲实业发展总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长沙工贸公司
珠海市豪晖房产有限公司
珠海市物业发展公司房产开发部
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珠海公司
珠海市商业信托贸易公司
珠海市红旗建筑工程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上冲工贸公司

欠款金额
1543142.97元及违约金
994487元及违约金
2656530元及违约金
281312元及违约金
4364145元及违约金
5282011元及违约金
270094.75元及违约金
287637.11元及违约金
2548579.66元违约金
9774150.96元违约金

公 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珠海监管分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2019年9月11日
以下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珠海监管分局批准，换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 构 名 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斗门支行
机 构 编 码：B0005S344040018
许可证流水号：00370122
设 立 日 期：1994年3月18日
业 务 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
的为准。

营 业 地 址：珠海市斗门区中兴南路井岸大观花园6栋商业34、
36、38号-201号商铺

邮 政 编 码：519075 联 系 电 话：0756-3235870
发 证 日 期：2019年9月9日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珠海监管分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为增强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兹定于2019年9月

12日，多部门联合在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开展消防系统测

试、穿梭巴士人员逃生疏散综合应急救援演练。届时将对

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实施交通管制。具体措施如下：

2019年9月12日0时至0时20分，封闭港珠澳大桥海

底隧道东往西方向（香港往珠澳方向）第一、二车道，第三车

道缓慢放行。管制期间，通行车辆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

特此通告。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9月9日

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
应急演练通告

3年以上负责校园综

合物业管理工作经验，年

薪10万-15万元！资历特

优者待遇面议！

简 历 请 发 至 邮 箱

zhchhr@126.com

联系电话：18825642089

高薪诚聘
校园管理处主任 1名

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报道：10
日上午，市交通运输局、市文明办、
市公安交警支队联合召开我市出租
汽车“文明服务九大提升”行动推进
会。对我市上一阶段出租汽车行业
专项整治行动作了总结，并现场了
解“文明服务九大提升”行动各项工

作开展情况。据悉，今年以来，在各项
有效措施的推动下，我市出租汽车行
业整体服务质量较年初有所好转，有
效投诉量从去年同期的近1000宗/月
下降至近期的约600宗/月，下降幅度
接近40%。

据会议通报，今年以来，市交通
执法局集中力量，全面提升了出租车
不遵守营运秩序、拒载、绕路、议价等
违规经营行为的执法查处力度，有序
推进了拱北口岸、珠海机场等投诉重
点部位的执法整治工作，同时还开展
了打击非法营运执法专项行动。1-8

月，共对各类出租车违规行为做出
处罚决定1747宗，对小汽车非法
营运行为作出处罚决定 867 宗。
出租车行业文明服务质量大提升
行动开展以来，对出租车违规行为
作出处罚决定1127宗，对小汽车
非法营运行为作出处罚决定633
宗。经过持续深入的出租车违规
经营行为执法整治，初步实现了

“打击数量大幅上升，投诉数量稳
步下降”的目标。

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市文明
办、市公安交警支队将按照省市相关

部门印发的出租汽车文明服务九大
提升工作方案，重点开展寻找最美
的哥行动、星级示范车评选行动等
工作。

据了解，6月30日启动、为期半
年的广东省出租汽车行业“文明服务
九大提升”行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
明办、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省交通
运输厅联合开展，目的是深化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充分展现新时代出租汽
车行业文明形象，助推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文明建设。今年率先在珠三角9
市开展，明年在全省铺开。

扫一扫获取更多预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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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预报】

【港口预报】

国内主要城市天气
北京 多云 17℃~24℃

上海 多云 25℃~33℃

广州 多云 27℃~35℃

重庆 多云 26℃~35℃

合肥 多云 23℃~31℃

武汉 晴 25℃~36℃

长沙 多云转晴 26℃~35℃

哈尔滨 晴 10℃~21℃

海口 雷阵雨 26℃~33℃

气象台气象台特报特报

多云到晴，局部有阵雨

今天：气温：28℃-34℃；风

向：偏东风；风速：陆地2到3级，

海面 4 到 5 级；相对湿度：70%-

95%。

区

香洲区

金湾区

斗门区

横琴新区

高新区

万山区

高栏港区

街镇

狮山

湾仔

拱北

吉大

香湾

梅华

前山

翠香

南屏

三灶

红旗

白藤

井岸

白蕉

斗门

乾务

莲洲

横琴

唐家

桂山

万山

担杆

南水

平沙

万人违法
警情宗数

0.368

0.634

1.025

0.932

1.247

0.485

1.001

0.651

0.737

0.278

0.252

0.970

0.681

0.502

0.631

0.196

0.403

1.029

0.562

0.000

0.000

0.000

0.214

0.099

万人消防
警情宗数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56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万人交通
警情宗数

1.118

0.888

3.965

8.416

2.408

5.503

4.452

3.044

3.897

8.913

3.023

2.446

7.277

4.931

1.874

8.693

2.527

14.193

6.650

0.000

0.000

0.000

3.740

2.514

万人城管
事件宗数

0.245

0.000

0.586

0.699

1.801

0.149

0.442

0.711

0.184

0.516

1.260

1.132

1.320

0.892

0.947

0.098

0.201

1.176

0.201

0.000

1.711

3.109

0.641

1.289

平安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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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
提示

平安提示：本日全市平安状况良（优秀镇街11个、良好镇街8个、平稳镇街4个），1地区部分警

情偏离常值(前山的故意伤害 ) 。提醒市民做好家居安全防范，在公共场所注意保管财物，理性

处理矛盾纠纷，积极维护城市管理秩序，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珠海平安指数
(数据发布：珠海市平安办)

颜色贴士：■优秀 ■■良好 ■平稳 ■预警

李建标（左）和刘尧（右）在智慧电网规划中心讨论建设方案。 通讯员 朱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