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徐建接听市民来电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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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 无忧安全是底线
徐建介绍，上海 7月 21日出

梅后，天气气温急剧上升，已遭遇

多个高温日，全市自来水服务供应
经受住了考验，市民用水无忧。截

至 8月 5日，本市今夏高峰供水日
均供水量 820万立方米，最高日供

水量（8 月 3 日，35.1℃）880 万立

方米。
“供水无忧安全是底线，供水服

务是关键！”徐建介绍，目前，全市
37座自来水厂供水能力 1250万立

方米/日，供水能力相对于最高日供
水量来说已有富余。为了给广大市

民提供安全、优质的饮用水，供水行
业正积极推进供水基础设施提质升

级建设，推进管养智能服务管理应

用，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

建设方面，在“两江并举、集中
取水、水库供水、一网调度”的原水

格局基础上，水源抗风险能力进一
步提高；金泽水库新增泵站的主体

结构将在今年基本完成；加快推进
16座长江水源水厂深度处理工程，

至年底，全市水厂的深度处理率将

达到 60%；500 公里老旧落后供水
管网和 200公里郊区小口径供水管

网都将在年内完成改造及优化；长
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临港新片区、陆

家嘴等重点区域，将持续推进高品
质饮用水试点工程，在其他有条件

的区域逐步完善推广。
徐建介绍，在进一步完善“上海

市供水安全保障监管系统”的基础
上，市供水行业还开发应用了“二次

供水清洗养护 AI自动审核系统”，
积极探索并打造二次供水智慧化试

点样板小区，大力促进本市加快建

成“节水优先、安全优质、智慧低碳、
服务高效”的城市供水系统。

治水 基本消除劣V类
“2020年基本消除劣 V类水体

是我们对全市人民的承诺。”徐建介

绍，上半年，全市共整治劣Ⅴ类水体
2850 余条段，劣Ⅴ类水体占比由

2019年底的 7.8%降至 3%以内，但
河湖水质仍有反复，治理任务仍然艰

巨。接下来，市、区各有关部门将继续

聚焦雨污混接、泵站放江、污水处理
三大瓶颈问题，加快推进竹园四期等

一批污水污泥设施建设，并完成 345

公里河道整治、700公里中小河道轮

疏、1096条断头河整治。
在徐建看来，对照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的要求以及市民对水环境
的期盼，围绕助力建设生态之城，

打造宜居水环境，治水工作还需持

续发力、久久为功。他告诉记者，
在巩固消劣成果的同时，水务部门

正积极谋划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
将推进集中连片的水系综合治理，

并注重统筹“区域滨水休闲景观打
造”“特色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建

设”和“区域文化、特色产业资源

开发”，进一步打造出“幸福河”样
板间。

同时，水务部门将继续抓住河
长制这个“牛鼻子”，创新管理举

措———根据计划，将在已创建首批
75个河长制标准化街镇的基础上，

继续推进剩余街镇的河长制标准化
建设；强化治水“神经末梢”，启动村

居河长制工作站建设。到 2020年
底，郊区将有 30%的村居建成河长

制工作站，为坚决打赢碧水保卫战
奠定更扎实的管理基础。

防汛 新系统智慧赋能
在做好供水、治水工作的同时，

市水务局也承担着防汛防台重任，

今年经受多重考验。从 6月 9日到 7

月 21日，整整 42天，上海经历了本

世纪历时最长、雨量最大的梅雨季。6
月 28日起，太湖流域发生持续超过

警戒水位甚至保证水位的洪水。8月

4日凌晨，今年第 4号台风“黑格比”
在浙江登陆，当晚经过上海同纬度，

对上海带来较大风雨影响。面对严峻
考验，上海防汛部门积极防御，全市

未发生因强降雨引发的重大灾害，城
市运行总体平稳有序；同时，上海尽

全力配合太湖流域泄洪纳潮，“四道
防线”工程体系积极发挥作用，科学

调度 1000多个水闸，开启太浦河、淀
浦河、蕰藻浜三条泄洪线路，守护了

上海乃至太湖流域的安全。
徐建介绍，“上海市防汛防台指

挥系统”6月 1日上线，智慧赋能防
汛防台工作。这是全市“一网统管”

十大系统中第一个投入实战的系统
平台，可第一时间掌握汛情态势、了

解民情民忧，实现预报预警、感知发

现、报警联动、抢险处置、反馈解除
的闭环管理。“接下来要进一步强

化平台联勤联动，加快系统在区、
街镇两级城运中心的全面部署，在

应用过程中不断完善，快速迭代。”
徐建表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

汛关键期，防强台风、强对流、高潮
位任务更重，各级防汛、水务部门

将发挥连续作战精神，决不掉以轻
心，以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确保

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和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本报记者 罗水元

    我是上海永达市政建

设养护工程有限公司的朱
洪俊，也是永达市政公司

防汛抢险应急突击队的队
长。我们这支队伍成立于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召开
前，现已整整 10个年头。

10 年来，我们在“看不见

的战线”上默默奋斗，同时
我也时刻告诫自己，每一

个应急突击队的队员都是
为保障城市安全而行动，

千万不可有一丝懈怠。
2018年，上海经历了

多次台风袭击，我们抢险
防台应急突击队及后备

队伍共值班待命 12 天，
扶正倒伏护栏 400 多米，

检查工地 131 次，转移人
员 50 人次，待命 1155 人

次，出动量放水人员 1411

人次，出动巡查人员 790

人次，定点观测及量放水

17处，对积水点实施强排
水 14次。

2019年抗击台风“利
奇马”期间，永达市政公司

防汛应急突击队在现场展
开了长达 74 个小时的连

续作战。困了乏了，也只在
泵车上稍作休息。我们团
队坚守岗位、恪尽职守的

精神，得到了各方的一致认可。

突击队员们还积极为联建新村积
水点改造提建议，促成新建了排

水泵自动控制管网。在 2019年 9

月 2日全市普降大暴雨之

时，管网水位控制在 1.6

米，平稳度过了汛情考验。

我们防汛应急突击队
是公司的先锋力量，可以很

自豪地说，在执行任务期
间，我们非但没有丝毫懈

怠，反而是更自觉地配合区

防汛办和公司一起做好防
汛排水服务进社区的工作，

坚决打赢防汛防台保卫战！
防汛应急突击队的队训是

六个字：“三加强、三到位”，
即加强防汛检查力度，加强

日常防汛设施和应急抢险
设备的管理工作，加强演练

和科学总结；做到隐患排查
到位、应急力量到位、宣传

动员到位。
经过 10年的实战，我

们防汛抢险应急突击队已
经成为了一支召之即来、来

之即战、战之即胜的防汛排
水应急抢险专业队伍。永

达市政公司也先后获上海
市防汛工作标兵集体、上海

市“争当防汛先锋、守护城
市安全”劳动竞赛防汛先锋

标杆、长宁区“进博先锋行
动”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

称号。
今后，我会继续带领防

汛抢险应急突击队坚守一

线，不辜负广大市民群众的
信任，尽我们所能，为服务
城市排水安全保障而奋斗。

上海永达市政建设养护工程

有限公司防汛抢险应急突击队队
长 朱洪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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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午，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建走进新民晚报夏令热线，接听市民来电，并接受
本报记者专访。徐建表示，将对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进一步供好自来水，治好河湖水，防
好洪涝水，让人民用水更无忧，亲水更舒适，防汛更安全，让依水而生的上海依水更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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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访谈

 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建上午走进新民晚报夏令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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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解忧

    本报讯（记者 罗水元）“花家

浜路 422号有家洗车店，不知那里

的洗车水是不是按规定排放？”今天

上午 8时 30分，市水务局局长徐建
接听 2020年新民晚报夏令热线时，

市民刘先生来电反映，由上海鑫骊
德汽车装饰有限公司经营的一家洗

车店，每天接待不少车主上门洗车，
但店内没悬挂排水许可证，怀疑这

家企业违规排水。
徐建边记录边介绍，今年 5月颁

布实施的《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

例》已要求全市所有从事洗车活动的
排水户均需办理污水排入排水管网

许可证，即排水许可证。通完电话，他
立刻派执法人员赶赴现场查看。

9时 30分，记者来到现场，该店

门头招牌上“鑫骊德”的前缀已涂掉，

一辆轿车刚开进店门，四五名洗车人

员就迎上去。他们介绍，这里的洗车
量一天有 50来辆，有时更多。记者在

店内注意到，四面墙上都没挂排水许
可证，未干的地面上，洗车水通过简

易狭窄的明沟排放入地下管道。
“地下管道是雨水管还是污水

管？通向何方？”面对现场执法的市

水务局执法总队执法人员，洗车店
工作人员反复做出双手一摊的动

作，连称“不知道”。执法人员告诉记
者，检查发现，这家洗车店无证排

水，且没有设置预处理设施。而在此
之前，水务部门已于 4月 27日书面

通知洗车店负责人尽快办理排水许

可证，并于 7月 14日上门宣传相关
法律法规，强调了持证排水、雨污分

流和达标排放的重要性，再次要求
其尽快办理。执法人员在现场开具

了《询问通知书》，责令这家洗车店
立即停止无证排水行为，并将进一

步立案调查。

市水务局执法总队介绍，接下
来，市、区两级水务执法机构将加强

执法检查，对于无证排水行为零容
忍，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据了解，清洗车辆的污水中含
有大量油脂、有机物、磷、表面活性

剂、酸碱洗涤剂等污染物，若超标排

放，会对管道、泵站、污水处理厂等
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带来不利

影响；若洗车污水排入雨水管道，将
最终流入河道，直接污染水环境。

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
例》和《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相关规定，排水户未取得排水许可证

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应当责
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

施，补办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
最高可以处 50万元罚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无证排水 鑫骊德洗车店被调查

本报记者 王凯 实习生 姚舒鹏 摄

▲ 经查，鑫骊德洗车店无排水许可证

▲

洗车店内的排水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