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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财政数字化

改革，规范预算单位财务核算管理，区

财政局提前部署、迅速行动，于 6月底

正式启动临安区行政事业单位账务核算

云平台 （简称“核算云”） 上线工作。

在区财政局和各预算单位共同努力

下，截至目前，全区 88 家预算单位和

98 所学校已全部启用“核算云”平台，

基本实现“核算云”全覆盖。

多方协调强部署。为顺利推进平

台上线运行，第一时间成立由区财政

局、教育分中心及软件公司人员组成

的工作组，明确责任到人，根据工作

要求倒排时间，确定各阶段任务和工

作重心。由业务科室牵头软件公司人

员做好系统基础数据设置工作，定期

召开业务沟通会，研讨解决实施中遇

到的问题，全面做好“核算云”平台

操作上线工作。

业务提升抓落实。通过平台操作

视频、线下业务培训、线上业务工作

群、业务骨干一对一服务等多种渠道，

多层次、多样化开展培训，提供“共

性 + 个性”的高效精准指导，切实提

高财务人员业务水平。突出对“核算

云”系统特点、新旧系统衔接及不同

处的讲解，帮助财务人员快速全面了

解平台操作流程；针对部门提出的业

务难点疑点，及时展开实务操作辅导，

帮助财务人员尽快上手，确保上线工

作落实到位。

实时对接保运行。设置业务答疑专

岗，通过远程指导、线上答疑等方式及

时处理突发情况；跟踪记录项目上线问

题，由专人对问题的产生原因和解决办

法详细记录、及时跟进、逐一销号，有

效提升各预算单位工作效率。与软件平

台人员实时对接，解决系统难点问题，

确保系统磨合期间各项反馈更迅速、解

决更有效，有力保障“核算云”系统上

线后的稳步运行。

目前，各预算单位已顺利完成基础

资料维护、期初数录入、凭证录入、财务

报表生成等财务核算工作。“核算云”平

台上线后，不仅能避免财务数据重复录

入，还可以通过集中调账，快速生成各种

报表，极大减轻了财务人员会计核算工

作量。同时，“核算云”通过财务核算信息

的省级集聚，可以实现与财政业务系统、

财政报表系统的互联互通，实现财政

“最多录一次”。

临安区行政事业单位“核算云”平台全面上线

记者 孙梦蕾 通讯员 李梦洁

本报讯 小陈有听说障碍，常常因

为沟通困难产生困扰。日前，他去青山

湖街道青山社区咨询新冠疫苗接种一

事，社区工作人员却凭借一款“神器”，

非常快捷地了解并解决了他的需求。

有听说障碍的人士使用这款仪器叫

“手之声”手语翻译设备，正面对着屏幕

打手语，内置软件的在线客服能第一时间

充当翻译。凭着这款仪器，社区将有关疫

苗接种的情况用手语翻译给了小陈。据了

解，“手之声”手语翻译设备已在青山湖

街道各社区服务大厅陆续投入使用。

4月份以来，青山湖街道完成辖区

166 处无障碍点位设施改造，范围涵盖

了党群服务中心、医院、学校、银行、

公园、道路等公共场所。除了无障碍设

施外，街道办事处还提供了诸多无障碍

“黑科技”。青山湖党群服务中心的气味

观影厅，通过智能气味脖带，打通视听

障碍群体的信息“盲道”，投入使用以

来已播放 44 场，惠及 2200 余人。同

时，无障碍智慧码的应用，为障碍人士

提供了诸如党建信息、志愿服务、宣传

讲解等功能，相关信息汇集于一个智慧

码中，方便障碍群体和老年人更好地体

验党建服务。自投入使用以来，累计服

务了 310 人次。

民有所呼，必有所应。青山湖街道

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工作之中，聚

焦民生问题，解决难点痛点，把辖区无

障碍环境建设作为民生保障重点之一，

让更多的特殊群体体验到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青山湖街道：借助“黑科技”让障碍人士“无障碍”

记者 孙梦蕾

本报讯 日前，国产高性能高压电

缆料协同创新联盟成立大会在临安召

开，国内高压电缆上下游企事业单位、

高校、科研机构纷至沓来。该会议由中

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主办，我区企业浙江

万马高分子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协办。

电线电缆产业是我区传统支柱产

业，现有 180 多家电线电缆企业。电

线电缆绝缘及护套用塑料俗称电缆料，

它以电缆生产企业为用户，属于电缆上

游产业。记者从会上解到，高性能高压

电缆料主要依靠进口，自主研发高压电

缆料生产有迫切需求。但高性能高压电

缆料的国产化，面临诸多技术层面的挑

战，如电缆料基料开发能力弱、电缆料

的产品性能不稳定、缺乏匹配电缆屏蔽

料的专用生产线、缺乏成体系的质量管

理等。国产高性能高压电缆料协同创新

联盟的成立，就是为了解决这一国内所

有电线电缆企业的痛点，目标是积极稳

妥推进国产电缆料在电网中的应用，促

进国产电缆料产业发展，解决高端电缆

料“卡脖子”问题。

会议之所以放在临安，由万马高分

子协办，不但因为该公司是国内龙头企

业，更因为在高端电缆料的研发上，该

公司已有 30 年积累，并在 2012 年、

2021 年，分别实现 110kV、220kV 高

压电缆用绝缘料产业化，打破了国外垄

断。国外垄断的坏处，国内大型企业均

感同身受，中国石化科技部庄毅在会上

说，不但是高端电缆料，一些常规电缆

料都被“卡脖子”，出货期排到 2025

年。

国产高性能高压电缆料协同创新

联盟是在自愿、平等、互利、合作和

诚信的基础上，组成的跨行业、开放

性、非营利性的联合体。相关负责人

介绍，联盟将致力于稳妥有序地推进

国产高性能电缆料的技术进步，和全

面促进电缆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国

家电网为联盟的指导单位。当天，创

新联盟发布章程、规划和近期工作计

划。包括中国电科院、国网联研院、

南网科研院、万马集团等在内的多家

单位、企业成为理事单位；32 位专家

加入专家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院士、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专家陈维江担任专

家委员会主任。

国内高压电缆上下游企业机构在临“结盟”
谋求高性能高压电缆料国产化

天隆电子生产忙

通讯员 陈胜伟

本报讯 11 日，由浙江农林大学浙江省乡村振兴研

究院牵头组建的浙江省“两山”理念智库联盟在浙江农林

大学成立，这是落实浙江省关于《建立完善智库大成集智

工作建议方案》的工作部署，率先成立的全省智库联盟。

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碳中和研究院也同时成

立，将全面支撑浙江省“两山”理念（生态文明）智库联盟

的建设发展，促进学科交叉、凝练重点领域，服务浙江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智库联盟建设。

当日，来自全国各地从事生态文明、碳中和碳达峰等

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100多人参加会议。浙江省“两山”理

念（生态文明）研究智库联盟，由浙江农林大学浙江省乡村

振兴研究院牵头组建，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宁

波大学东海研究院等 13个省内高校智库共同发起成立。

据悉，今后，浙江省“两山”理念（生态文明）研究智库

联盟，将聚焦“两山”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旨在通过一系

列卓有成效的活动，实现联盟成员单位间的信息共享共

建、资源对接，彼此支撑，互利发展，推动开展浙江省经济

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应用对策研

究，以期更好地凝练和推广浙江“两山”理念（生态文明）

建设的成功经验和理论成果，忠诚践行“八八战略”，打造

“重要窗口”，为浙江省建设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区提供理

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省“两山”理念（生态文明）智库联盟
在浙江农林大学成立

同时成立生态文明研究院、碳中和研究院

记者 朱艳 实习生 吕静怡

本报讯 日前，记者来到了位于青

山湖街道的泉口 220 千伏输变电站工

程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顶着烈日在安

装钢架。钢架安装的过程就好像搭积木

一样，工作人员只需要将钢梁、钢柱放

在相应的位置，用螺栓连接，再用焊接

加固即可。

据现场施工负责人介绍，整个变电

站需要 60 根钢柱，423 根钢梁。相比

于传统的混凝土浇筑，装配式钢结构建

设工期更短。“主体钢结构由厂家提前

进行生产，运输到现场后直接拼装，预

计可节省 2 个月工期。”施工方项目副

经理王兴龙告诉记者，钢结构装配还能

大幅减少现场浇注混凝土、砌筑、抹灰

等工序产生的大量扬尘、噪音、废水和

废渣等污染物。且钢材是可回收利用的

材料，拆除后的钢材几乎可以百分百回

收再利用。

随着城西科创新城和青山湖科技城

的快速发展，大批企业落地生根，原先

的岗阳变电站负载率已经达到 80%。

为满足日益剧增的用电需求，国网临安

公司积极推动泉口 220 千伏变电站建

设。该变电站是我区第 5 座 220 千伏

变电站，也是首座钢结构的 220 千伏

变电站。它的建成，将优化整个临安

220 千伏网架结构。

“投产后，将新增两台 24 万千

伏安主变，保障大型企业的用电需

求。同时，低压侧电压采用 10 千伏

出线，也为青山湖科技城和横畈产

业园周边中小企业用电提供便利。”

国网临安公司项目经理杨浩说，目

前，已经完成土建工作量力 60%，

计划九月初开始转续电气施工，在

十二月中旬投用。

我区首座钢结构220千伏变电站预计 12月中旬投用

记者 朱林

本报讯 近日，超百米高的临安滨湖天地北 C 区块

塔楼主体结构架设顺利完成封顶。这标志着滨湖天地 C

地块的四栋楼全面完成封顶，进入室内装修和外立面部

分工程施工阶段。

滨湖天地项目位于青龙路，包括有 A、B、E 三个住

宅区块和 C、D 两个商业区块。滨湖天地项目工程专业

总监林型风介绍说，“现在 C 区块四栋楼处于室内的粗

装修以及外立面的幕墙施工，预计明年年底前，酒店能够

开业，三栋写字楼能够投入使用。”

记者了解到，目前，D区块包含的购物中心、办公楼也

在加紧施工中。整个滨湖新城项目规划有一站式大型购

物中心、精品酒店、写字楼集群、滨水休闲街区、酒店式度

假寓所等多元业态，建成后，将成为临安商业、产业、人群

的核聚点，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下一步，滨湖

新城指挥部将切实开展项目督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统

筹协调，同时，将加快新天地商务圈的项目建设和产业招

引。”滨湖新城指挥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滨湖天地项目有序推进

杭州临安天隆电子有限公司位于昌化镇

工业功能区，主要从事汽车传感器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产品 30%出口欧美汽配市场。该

公司 2021 年 1-6 月销售收入近 4000 万

元，同比增长21.12%。

记者 金凯华 摄

通讯员 许雪珍 单海波

本报讯 今年以来，高虹镇以“抓技改促产业‘亮色’、

抓招商促产业结构‘底色’、抓‘三线’服务促发展‘暖

色’”，持续推动全镇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兴业富民

的美丽产业。

以抓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来促进主导产业的“亮色”。

高虹有着坚实的光电产业基础，近些年，积极顺应市场，

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向技术要求更高、节能环保更好

的 LED 灯转变。凤凰涅槃后的高虹光电企业，焕发出强

大活力。目前全镇 42 家规上企业中，光电企业达到 27

家，今年仅 1 到 5 月产值就突破 20 亿元。同时，光电产

品不断向智慧照明领域发展，电光源全光谱室内照明应

用得到了上海照明电器行业协会的高度肯定，充分展示

了极具特色的高虹主导产业经济。

以抓招商引资攻坚点，来擦亮产业结构多元“底色”。

今年上半年，引进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 2 个，完成项目签

约4个，提前半年完成区下达的项目签约任务。近些年来，

一批高精尖项目成功落户高虹，加快了工业化步伐的进

程，促使小镇工业产业结构更加优化，经济多元化发展成

效更加突出。

以抓“民呼我为”“三线”服务，来点亮企业舒心发展

“暖色”。上半年累计走访企业 260 余家次，解决问题 80

个，指导企业申报项目 30个。年初以来，高虹镇开展企业

招聘会 12场次，为企业顺利开工护航。认真落实好“小升

规”培育企业入库工作，重点培育小升规企业 6 家，营造

小镇温馨和谐的营商环境，点亮企业舒心发展暖色。

高虹镇工业经济的三只“抓手”激发了企业的内生潜

能和动力，截至 6 月底，全镇 42 家规模企业共实现销售

产值 26.4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幅 86%。工业增加值、工

业投资、高新企业投资等各类经济指标都实现了时间过

半任务过半的目标，为工业特色型美丽城镇省级样板镇

创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高虹镇推进工业特色型美丽城镇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