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房屋建筑技术的进步，镇
江的小高层、高层日渐增多，这些楼
房都需要二次增压供水。炎炎夏
日，这些住在“云巅之上”的家庭供
水有保障吗？日前，记者随市自来
水公司工作人员探访了多个新建住
宅小区供水情况。

走进吾悦广场小区泵房，高、
中、低压 3套系统正常运行，每套系
统又有 3台泵，可自动切换，避免因
某台泵发生故障，导致无法供水。
负责该小区泵房维护的机电维修三
班班长夏培恒介绍，这个泵房使用
的二次供水设备，可直接与自来水
管网连接，在市政管网压力的基础
上直接加压供水，而且采用两路电
源，具有全封闭、无污染、运行可靠
等诸多优点。

高、中、低压三套加压系统各自
对应的设备操作屏，实时显示设备
运行情况及进出水压力。夏培恒指

着高压设备操作屏上“出水设定”值
“1.12Mpa”解释说，这意味着现在的
水压可供水高度为 112 米，足够满
足小区顶楼居民的用水需求。这些
数据也远程传送到市自来水公司泵
站管理中心。

官塘绿苑小区则采用水箱式供
水，泵房内除了高、中、低压3套系统
外，高大的不锈钢拼装水箱占据了绝
大部分空间。夏培恒说，此方式具备
一定的储备水量，并且水箱被分割为
两个独立的箱体，如其中一个损坏，
另一个仍可正常供水。“我们一年对
水箱进行两次清洗消毒，一个月对水
质进行两次人工检测。”

丁卯泵站是承担着丁卯片区增
压供水任务的区域性供水泵站，最
高供水量达到 6.6 万立方米／天。
记者看到泵房里拥有更多配电、变
频及增压设备。“这里实行自动检测
与人工检测双保险。”值班人员指着

自动检测设备上的数据告诉记者，
浊度检测仪上显示浊度是 0.163，饮
用水浊度国家标准是不得超过1，而
公司内控标准是小于 0.3；余氯检测
仪上显示余氯指标是 0.47毫克/升，
同样完全符合国家标准。此外，为
应对该泵站高峰供水期间超负荷工
作的情况，前不久进行了配电系统
改造，保证届时不会出现停水或断
水现象。

“泵站管理中心目前管理着小
区增压泵房 209座、设备 358套，还
承担着丁卯、丹徒、上党、大港、高资
等区域性供水泵站的管理、运行和
维修工作，可以说是市区泵站、泵房
的‘保姆’。”市自来水公司泵站管理
中心主任毛伟说，为了应对夏季用
水高峰，保证供水安全，他们 4月份
起就对所有区域性泵站和小区增加
泵房进行了巡检、维护和保养，对小
区泵房的双电源切换器、避雷器等

故障进行了设备更换，还开展了一
次专项的供配电设施检查，目前正
根据检查结果进行整改。高峰供水
期间，除了正常的巡查以外，每个月
对区域性供水泵房进行两次安全检
查，非检查时间每周三电话询问一
次，保证设备安全运行。加强备品
备件管理，做好应急抢修安排，确保
能在第一时间排除故障。针对夏季
易出现的雷雨、大风等恶劣天气，防
汛措施也已安排到位，物资和人员
落实到位；检查各泵站排水系统，保
证各泵站排涝正常，特别是对排污
系统未移交的地下室式泵房，已函
告物业公司保证设备运行正常，并
在巡查中不定时督促物业公司检查
设备。

随着夏季的到来，气温不断攀
升，二次供水卫生状况又成为居民最
为关心的话题。毛伟表示，中心要
求值班人员每小时进行水质检测，

同时应用在线仪表监测。通过仪表
监测与人工检测二次比对来保证水
质达标。针对小区水箱式泵房，为
不影响居民用水，此前组织维修人
员利用夜间休息时间对水箱进行了
清洗消毒。中心还配备了补氯设
备，一旦监测发现余氯含量不达标，
直接进行二次补氯。此外，遇到特
殊情况，要求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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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是公安机关中和老百
姓接触、联系最多的地方，所以我
们清楚地感受到老百姓的期盼，不
过就是少些案件多些安全、少些矛
盾多些顺遂。”新区“担当奉献”共
产党员标兵、姚桥派出所所长王祥
带着民警，始终以“发案少、秩序
好、群众满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严格执法，热情服务，尽最大的
努力向姚桥辖区人民交上了一份
合格答卷。

2000年大学毕业后，王祥便投
身公安工作，先后曾在特警、治安、
刑警、派出所等多岗位工作锻炼，
2013年7月1日王祥被调任至姚桥
派出所，便开始了对这片地区的守

护。在他的带领下，姚桥镇发案率
逐年下降，破案率上升，辖区群众
安全感和满意度逐步提升。

姚桥地处扬中、丹徒、丹阳交会
处，地理位置特殊，防范条件薄弱。
去年10月，兴隆村一棵祖传百年古
树被盗，现场条件较差，侦破难度很
大，王祥凭着锲而不舍的劲头，带领
所里民警历经 3 个多月的艰苦侦
察，成功将盗树嫌疑人抓获，追回了
被盗古树。“做好防范工作，从源头
制止案件的发生是最有效的。”他积
极调整工作措施，强化治安管控，协
调地方党委政府加大对辖区技防设
施的投入，全镇新增高清监控探头
62个。同时申请由镇政府投入两辆

统一警务标识的电动巡逻汽车，开
展有针对性的车巡，加大了巡逻防
范力度，提高群众的见警率，增强了
群众的安全感。

姚桥镇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
为主体的经济格局，由此涉及的食
品、药品和环境等民生领域犯罪也
较为突出。王祥对关乎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的“食药环”案件高度重
视，常常到现场参与调查取证工
作，用他的话说：“只要发生案件，
一定要到现场，只有到现场，才能
利用一切手段破案。”近年来，姚桥
所主侦主办破获“某工具有限公司
污染环境案”“李某某等人生产、销
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等一

批“食药环”领域犯罪案件，切实保
障了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和生态居
住环境的美好，得到了姚桥群众的
好评。

“去年我们所综合绩效位列分
局各派出所第一名，得到了集体三
等功的荣誉，这份荣誉和成绩，是
我们所所有同志共同努力得来
的。”王祥在被采访过程中多次谈
到所里共同荣誉、其他优秀的同
志。姚桥派出所共 12 名民警、24
名辅警，他要求所有警员在早上
8：50就要到所里报到，每天雷打不
动地开晨会，结合前一天的工作、
警情、疑难问题在会上统一探讨解
决，同时交代今天要做什么、完成

哪些工作量。警队中年轻力量很
多，通过这种方式，年轻民警经验
能力、社会认知度不断提升。年轻
民警在现代化技能的掌握方面具
有优势，通过晨会，新老两代民警
相互沟通，互相学习，形成良好氛
围，全所上下团结一心，争先创优，
积淀了一个基层派出所为民服务
的“警队家风”。

王祥作为为护一方平安的派
出所带头人，踏踏实实地为人民服
务，一切以工作为重。对于获得的
荣誉，他谦逊地说：“这都是我职责
内应该做的事情，也都是很平常的
事情。让老百姓过上期盼的日子，
有安全感，我也就有幸福感。”

新区督查大气污染防治
和环境突出问题整改

本报讯 近日，新区党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主任薛峰率相关部门组成
督查组，实地检查大气污染防治和环
境突出问题整改工作。

在金东纸业，督查组一行主要查
看了企业硫化物监控系统，并要求相
关负责人必须将大气质量管控纳入重
要工作中。在大东纸业公司，原来露
天摆放废弃物的场地，已加装卷帘门
并进行封顶，同时废弃物也已覆盖。
督查组对此表示肯定，并希望企业继
续加强管控，加快后续整改工作。在
港中路沿线的多个修车点，督查组发
现，虽然已经过整改，但由于力度不
够，仍然存在着脏乱现象。督查组现
场要求相关部门负责人加强整改力
度，尽快恢复整洁。

在推进会上，各部门汇报了“散乱
污”企业和作坊清零行动的进展情
况。从6月19日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行
动以来，新区成立了指挥部并制订专
项行动方案，累计排查出“散乱污”企
业144家、烧烤摊41家、服务餐住企业
14家、养殖场 8家。指挥部对上述地
点依法下发关停整改通知，或直接取
缔。上周，新区开始全面核查“散乱
污”企业，目前已完成总任务量的半数
以上。

薛峰指出，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行
动开展以来，各部门思想重视，行动迅
速，措施精准，成效明显。但是大气污
染防治必须警钟长鸣，不能松懈，在下
一阶段工作中，要排查再深入、清理再
细致、整改再强化、监管再严格、进度
再提速、网格再给力、氛围再浓厚、责
任再落实。

会议要求，下一步各属地部门要
落实好主体责任，深入排查，标本兼
治，加快现场整改进度，推动新区的大
气环境质量显著提升。

（张燕 柳加加 臧小震）

大路举办政协委员
接待日活动

本报讯 大路镇 2018年“政协委
员接待人民群众日”活动26日上午在
大路镇文体活动中心内举行。闻讯赶
来的村民与政协委员们面对面反映问
题、畅所欲言，既有事关镇域发展的大
事，也有日常生活的小事。

短短的一个多小时，政协委员们
共收集到近20条意见和建议，涉及噪
音扰民、子女入学、医疗环境、公共安
全、便民举措，等等。

区政协委员、新区人民医院儿科
主任倪志红说，对群众提出的意见，他
们会认真做好记录，逐一做出解答，

“作为政协委员，就是要了解群众的生
活需求。这次收到群众的意见，首先
要了解一下涉及哪些具体的事情，如
果自己能解决的就帮他解决，不能解
决的就帮他们找对应的部门，寻求解
决办法，直到他们满意。”

（王珺歌 周衡）

慰问环卫工
近日，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向在高温期间仍然坚守一线的环

卫工人送去了慰问品，感谢他们为清洁城市付出的辛劳。据介绍，
酷暑中，新区每天都有600多名环卫工奋战在一线，每天工作都在
十二个小时。 陆欣 冯亦 摄影报道

勇担当守护一方 讲奉献服务群众
——记新区“担当奉献”共产党员标兵、姚桥派出所所长王祥

姜蔼珊 高涛

“丁卯蓝”送清凉
前天，丁卯街道开展“丁卯蓝”统一活动，潘宗社区的

丁卯蓝志愿者自掏腰包，带着消暑用品为社区内保安、保
洁员们送去清凉，并分发绿豆汤和消暑用品，呼吁小区居
民从自身做起，爱护环境，减少他们的工作量。随后志愿
者还走访了辖区的困难户、独居老人等，为他们送去油、米
等生活用品。 马镇丹 冯阳 王子卉 摄影报道

雷阵雨台风上线
本周气温会略降

本报讯 昨日下午，雷阵雨又准
时上线，狂风暴雨很是凶猛，市气象台
还发布了雷暴黄色预警信号。当前

“三伏”已进入时长20天的中伏，近期
的天气还将在“烧烤”和“蒸煮”模式中
来回摇摆。

气象部门昨日发布的一周天气展望
显示：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
分散性雷阵雨。除了多发性的雷阵雨，8
月2日前后我市还有一次降水过程，1日
到3日最高气温在32℃到33℃，其余时
段最高气温34℃到36℃。

另外，还有一个算是好消息：今年
第 12号台风“云雀”在登陆日本后将
有可能南折，会在 8月初进入我国黄
海或东海，在我国上海到山东一带沿
海地区再度登陆，不过强度将会明显
减弱。受台风“云雀”的外围影响，本
周我市气温可能会降一点，但降温幅
度应比较有限，不能期望高温有较大
缓解。 （继业 钱鹏）

本报讯 昨天下午，在金山公
益之家，2018走访慰问失独家庭志
愿服务活动在这里启程。由市文明
办、卫计委、慈善总会、红十字会等
主办，金山公益志愿服务总队联合
爱心企业“华浔品味装饰公司”为全
市城乡350户失独家庭送去夏日的
清凉，送去温暖，传递关爱。

现场，近 200名失独老人和志
愿者参加了启动仪式。记者了解
到，这是金山公益连续第六年举办
夏日为失独家庭送清凉活动，也是
华浔公司第四年冠名。“感谢金山公
益志愿者和爱心企业，是你们的爱
心让我们一步步走出阴影，重新回
归正常生活。”接过夏日清凉用品，
失独老人“云淡风轻”激动地说。

金山公益志愿服务总队负责人
“馨境”介绍，农村困难的失独老人
更渴望得到关爱，今年的送清凉志
愿服务的活动重点是走进街道社
区、送爱下乡。60多名志愿者将组
成多支小分队，用一个月的时间走
进润州、京口、新区、丹徒的19个乡
镇、街道慰问350余户失独家庭。

金山公益成立于2012年，是目
前国内唯一一支坚持常年为失独家
庭提供义务服务的志愿者队伍。“当
知心人，架连心桥，做暖心事”得到
国家卫健委的高度认可，成为全国
关爱失独家庭的一个标杆。今年 3
月团队被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民政
部等授予优秀志愿服务项目。

（万翔 曾海蓉）

金山公益连续六年为失独家庭送清凉

宝塔路街道工会
慰问一线工人

本报讯 酷暑时节，物业保洁人员
和建筑工人冒着高温酷暑仍坚守在工
作岗位上。近日，润州区总工会联合
宝塔路街道工会开展夏季慰问活动，
为物业保洁人员和建筑工人送去清
凉。

在中天物业公司和江泰建筑安装
公司建筑工地，工会工作人员为保洁
人员和建筑工人送去纯净水、毛巾、风
油精等防暑降温用品，对他们不畏酷
暑奋战在工作一线表示感谢，同时叮
嘱他们也要劳逸结合，平安度夏。

值得一提的是，在江泰建筑安装
公司建筑工地现场，工人们在崭新的
篮球场上打起了篮球，并对宝塔路街
道工会负责人表示感谢。原来，街道
工会工作人员前不久在走访工地上
时，不少建筑工人希望宿舍附近能有
个篮球架，可以方便他们在工作之余
打打球。工会随即向市体育局提出申
请，很快将两个全新的篮球架安装在
工地宿舍旁。 （记者 孙晨飞）

高楼居民夏季高峰用水有保障吗？
——随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探访新建小区供水

本报记者 方良龙 本报通讯员 张子杰

图为吾悦广场小区泵房的增压
设备。 方良龙 摄

昨天，丹徒区摄影家协会的志愿者来到世业洲，陪伴当地放暑假的留守儿童到
乐之岛游玩，与他们一起度过开心的假日。 苏建新 谢道韫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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