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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黄珊）近日，宁波舜建集团下
属自来水公司组织开展二次供水改
造小区实地踏勘，包括今年计划改
造的江南华都、日月星苑、汇翠花
园、佳家苑、新新家园、一品庭
园、金声玉府、锦江华园等8个小
区，针对现场管线可能交叉的位置
采取人工开挖，施工过程中各相关
单位安排专人巡检，尽可能避免或
减少施工对地下各类管线的影响。
近年来，宁波舜建集团紧扣“稳水
质、保水量、强应急、优服务”供
水宗旨，始终将“供好水、供足
水”作为制供水事业可持续发展的
基本要求，确保全市自来水用户正

常稳定用水。
稳水质方面，宁波舜建集团下

属各制供水企业提前开展设备维护
保养工作，对平流池、滤池、反应
池等进行彻底清洗，密切关注藻类
数量增长形势，加强水质检测分
析，保证供水水质安全稳定。比
如，姚东自来水公司对改造完成的
89座农村饮用水水站进行每月水
质抽检；自来水公司和第二自来水
公司分别完成今年城区、姚西北地
区管网冲洗，累计冲洗管线168公
里。

保水量方面，宁波舜建集团根
据各区域市民用水习惯，科学制定
供水管网压力时段表，合理调度、

稳定水压，强化供水峰谷调控。此
外，加快推进姚东五镇镇级管网及
一表一户改造工程、梁弄镇自来水
厂新建工程、二次供水改造工程
等，为有效缓解日益增长的供水压
力提供保障。今年以来，随着马渚
（渚山）水厂新扩建滤池投用，姚
西北地区日供水能力提高2万吨，
有效缓解了该区域高峰供水压力。

强应急方面，宁波舜建集团加
强日常管线巡检、听漏工作，特别
对管道附近施工区域提高巡查频
次，以便第一时间发现安全隐患，
及时处理；备足应急物资，对车
辆、发电机、抽水泵等抢修设备进
行检修，确保运行正常，提高抢修

时效。今年8月供水高峰期间，我
市累计发生自来水管道应急抢修
505起，其中DN100及以上自来
水管道修理111处。

优服务方面，宁波舜建集团持
续推行“网上办”“掌上办”等，
实现“零次跑”业务办理。对14
个事项的办理流程进行了精简优
化，其中水表过户、居民用户性质
变更等7个事项实现当场办结，水
表检定申请、销户、暂停、复接等
4个事项缩短至1个工作日办结。
进一步提高便民服务水平，8-9月
完成水表移位、拆换等便民服务
1930 件，便民义务听漏 212 户，
全力保障市民用水正常。

稳水质 保水量 强应急 优服务

宁波舜建集团着力提升供水服务质效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黄珊）近日，舜建集团下属自
来水公司开展了消防安全专项大检
查，对1728个市政消火栓逐一放
水检测，及时处理难开启、阀芯脱
落等问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确保小长假期间
生产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今年以来，宁波舜建集团始终
把安全生产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上，
以专项检查、基础保障、应急管理
等工作为抓手，“三位一体”从
严、从细、从实做好各项安全管理
工作，细化分工、落实责任、加强
监管，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红线，筑
牢企业安全发展基石。

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宁波舜建
集团强化专项检查，重点把握重大

节假日等关键时间节点，结合当前
生产任务重点，开展安全生产工作
专项督导检查，尤其在今年国庆、
中秋双节前夕，针对性地开展安全
生产大检查再安排、再部署、再落
实。比如，通过查看台账资料，详
细了解了各下属企业近期安全生产
工作的部署及落实，重点对节假日
期间制供水、供气、排水、公共停
车等运营管理进行了督查指导；通
过走访施工现场，进一步督促工地
安全措施到位情况，强化员工思想
认识，并调整假期作业时间，减少
对周边市民的影响，及时消除安全
隐患，严格落实整改，确保各项工
作安全。

围绕基础保障，宁波舜建集团
坚持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统筹推进

安全生产工作。比如，严密关注和
跟踪水质变化，加强管网水水质监
测分析和管网巡查力度，及时发现
并处理管网漏点、阀门松弛等问
题；高度重视天然气运行安全，加
强对门站、调压站、施工现场巡
检，着重抽查大型酒店、商业综合
体等大公建用户，对漏气、两气混
用等问题进行及时处理，切实保障
用户用气安全；不断加强职工安全
思想教育，经常性开展业务培训和
消防、急救等综合性安全培训，尤
其强化新入企业人员培训，着力增
强职工自我保护意识和职责意识，
将责任落实到岗、明确到人，严防
精神松懈；不断加强企业主体责任
意识，全面深化安全生产标准化建
设，规范流程，严格按章作业，严

防违规操作，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
根基，杜绝各类事故发生。

围绕应急管理，宁波舜建集团
积极督促指导各下属企业严格落实
预防为主方针，举一反三排查输电
线路，检验危化品，提前做好各类
设备的维修保养和物资储备工作。
进一步调整完善应急预案，多次组
织开展应急演练，着力增强预案的
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实用
性，不断提高生产事故应急处置能
力；建立应急联动机制，加强值班
值守力量，尤其针对重点岗位，细
化责任分工和值班表，科学轮班，
确保24小时在岗在线，实现紧急
事故早发现早出动早处置，确保各
类应急抢修及时高效，有效遏制重
特大事故发生。

专项检查 基础保障 应急管理

宁波舜建集团“三位一体”严把安全生产关

近日，为配合北排江拓宽工程，市天然气公司对汝湖路天然气管道进
行了改道施工。因地下管线交错复杂，天然气易燃易爆，严禁擅自开挖、
打桩、顶进等作业，以及任何破坏燃气设施的行为。市民如发现有不正当
施工或危害燃气设施安全的行为，请及时拨打市天然气公司24小时报警
电话62678110。 通讯员 陆文奇摄

工程施工先改管道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赵哲）近日，市天然气公司开
展新一轮入户安检工作，提高服务
质效。

今年以来，市天然气公司坚持
管网建设扩面、安全生产两手抓，
促我市天然气事业迈上新台阶。一
方面，集中施工力量把握关键工程
节点，积极推进天然气保障工程。
8月18日，宁波艾尔通风设备有
限公司顺利置换、通气点火，成为
牟山镇首家天然气工业用户，对发
展牟山镇潜在工业用户、进一步拓
展姚西市场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
面，时刻将安全生产工作放在首
位，定期检查消防设备，加强安全

教育培训，强化入户安检和用气安
全宣传等工作。今年已累计完成安
检38639户，其中居民用户37552
户，非居民用户1087户。尤其针
对夏季燃气事故高发期，开展大公
建用户大检查，完成888户大公建
用户安检，发现隐患152户，对于未
用气177户公建工业已采取关阀处
理，从源头上消除燃气事故隐患。

目前，我市天然气管道覆盖6
个街道以及泗门镇、小曹娥镇、临
山镇、陆埠镇、牟山镇等乡镇。下
步，市天然气公司将继续加大市场
开发及工程建设力度，逐步向丈亭
镇、河姆渡镇、三七市镇等延伸，
努力拓展天然气事业版图。

市天然气公司：

“扩面”“安全”两手抓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肖丽）近段时间，宁波舜建集
团正有序推进城区第二批收费运营
的道路公共停车泊位准备工作，加
快“智慧停车”建设步伐。

今年以来，宁波舜建集团紧扣
全市破解民生领域“五难五多”问
题工作部署，聚焦城区道路“行车
堵、停车难”，坚持“合理规划，
稳中求进、逐步完善”总基调，以
盘活资源、优化管理等工作为抓
手，提高“智慧停车”平台运行质
效。目前，宁波舜建集团已累计改
造城区4074个智能停车位，其中
固定停车场24个，车位2294个；

涉及道路 40条，道路泊位 1780
个。

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宁波舜建
集团加快推进停车泊位“智能化”
改造。固定停车场方面，接收高铁
站东侧地面停车场负责运营管理，
设有车位506个，已于5月投入运
营；实施姚江小学地下停车场改造
工程，完成智能化改造、设有停车
泊位123个，已于7月投入运营；
黄山公园停车场设有车位169个，
已于9月28日投入运营。道路泊
车位方面，针对北滨江路道路泊位
条件复杂情况，因地制宜实施“地
磁+视频”道路停车泊位建设；开

展仓前路高位视频建设、万年桥路
东段高位视频建设等，新增一批道
路泊车位。

在此基础上，宁波舜建集团多
举措提升智慧停车平台运行质效。
目前24个“智慧化”停车场已有
23个正式运营，1个（全民健身中
心停车场）试运营，今年已经实现
停车次数81.2万车次，1小时以内
免费停车辆占停车总数的71.2%，
促进“短停快走”效果明显。其
中，城区兰墅公园车位周转率已由
200余车次，提高到近500车次。
此外，城区南滨江路（西石山路-
舜水路）、南滨江路（东旱门北路

—三官堂路）、北滨江路（新建路
—舜水路）和南河沿路西段4个路
段245个道路公共停车泊位已于8
月15日正式收费运营，引导社会
有序停车，停车泊位周转率明显提
高，切实为市民临时停车提供了便
利。

下步，宁波舜建集团将继续提
升技术保障，优化管理，加快推进
道路停车泊位上线运营工作。第二
批道路停车泊位计划于10月中旬
投入运营，并争取在今年年底实现
城区40个路段的道路停车泊位全
面收费管理，确保“智慧停车”落
实处、见实效。

盘活资源 综合治理

宁波舜建集团加快“智慧停车”建设步伐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黄珊）近日，市排水公司对金
型路泵站、卢浮郡地埋泵站、东效
园区地埋泵站、梁辉财源路泵站和
梁弄镇西泵站分别安装了门式单轨
起重机，主要用于大件重物的吊装
和移动，有效提升水泵运行安全指
数、提高水泵维保质效。

7月以来，市排水公司对我市
110座雨污水泵站开展整体排摸，
并针对性实施系统改造，多举措提
高城区防洪排涝水平。

针对重点泵站、低洼易涝点及
城区立交，集中开展监控设施改
造。比如，为60座重点泵站安装
多功能摄像球机、高清夜视摄像机
等，涉及9座雨水立交泵站、23座
雨水排涝泵站、5座输送泵站、23
座污水泵站，实施“一站一方案、
一机一规划”方案；为城区花园新
村、保庆路、渔政站周边等17个
低洼易涝点及9座城区立交底部安
装液位监控，确保突发性暴雨和连
续性强降水期间，公司中控调度室
能够通过实时查看监控设备快速了
解低洼地和立交的积水情况，及时

联合泵站开展排涝工作，清理积
水。

在此基础上，市排水公司对城
区26座排涝泵站及9座立交泵站
实施自动化控制系统改造。一方
面，实现“远程调控”功能，即泵
站管理人员无法第一时间到位等特
殊情况下，公司中控调度中心也可
以通过远程数据设定的方式正常、
快速开启排涝。另一方面，实现

“自动触发”功能，即当泵站水位
到达一定高度后，排涝泵站可通过
液位监控系统自动触发开启强排，
改变以往人工观察液位和启动排涝
的传统操作，大幅降低泵站排涝工
作对人工操作的依赖度，大幅提升
泵站运行的安全稳定性。

此外，市排水公司还对七里
浦、仁寿桥南闸、三官堂北闸等9
座雨水排涝泵站进行了电器修缮改
造，更换安装现场控制柜 10 台
次、电动阀控制柜7台次、改造格
栅机控制柜5台次、控制柜线路提
升改造6台次等，加强保证电气设
备的安全性，确保自控系统正常运
行、提高防汛排涝综合能力。

整体排摸 系统改造

市排水公司多举措
提高城区防洪排涝水平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许聪）近日，市自来水公司在
高铁北站查获一起盗用消火栓用水
行为。

7月以来，破坏城市消火栓取
水冲洗地面、浇灌绿化等非法违章
行为增多。对此，市自来水公司进
一步加大巡查力度，抽调24名管
线巡查员组成高峰供水巡查组，
24 小时轮流巡检供水管线、阀
门、消火栓等，对未安装消防水表
的住宅小区和正在雨污水改造的小

区进行重点巡查，对盗用消火栓水
源、非法转接供水、擅用工地无表
用水、私接水管取水等违法行为严
厉查处，截至9月底，累计处理偷盗
水行为13起，补收水费2万余元。

根据巡查结果，盗用消火栓用
水现象占比最高。在此，市自来水
公司提醒广大市民，消防用水是城
市“救命水”，任何单位、个人不
得擅自开启盗取自来水。若市民发
现偷盗水现象，可拨打市自来水公
司24小时热线电话62704444。

市自来水公司：

强化巡查保供水

近日，舜建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总经理褚校军（右二）等来
到市自来水公司子陵路-东环北路
给水管安装工程施工现场检查指导
安全生产工作。

通讯员 黄珊摄

安全生产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