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2月7日 星期四
版式编辑 黄悦

06

持续推进项目建设，全力提升供水品质

长沙水业集团
全力打造放心水、优质水、满意水王 文 张宗鑫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
态之基，民生之本。
漫江碧透的那泓清水，映出的是生态强省

的铿锵步伐，是构建绿水青山的战略强音。 千家万户
喝上的好水，承载着供水企业对市民美好生活的拳拳
承诺，更是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侧影。

近年来， 长沙水业集团以安全优质供水为使命，投
入自筹资金 103 亿元，持续推进水厂新建和提质改造工
程，推动供水管网和户表改造，参与水源地治理和湘江流
域截污，推进污水处理厂新建，全力提升供水品质，确保长
沙居民用水安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长沙水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贺湘林表示，接下来，长
沙水业集团将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
引，以“品质长沙”和“国家中心城市”创建为契机，始终以
安全优质供水为使命，有序推动水务项目建设，不断提
升供排水服务品质和水平， 努力打造放心水、 优质
水、满意水，积极服务于长沙的经济社会发展，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

一大批供排水项目实施，提升长沙供水品质
王 文 张 萍

六水厂通水试运行，三、八水厂基本完成制水工艺深度处理改造，户表
改造打通“供水服务最后一公里”，日污水处理能力达 117 万吨。 今年以来，
长沙水业集团持续推进一批供排水项目建设，全力提升供水品质。

为解决金霞开发区、丁字镇、桥驿
镇等地供水不足问题，为区域经济未来
的发展注入活力，长沙水业集团投入 5
亿元建设长沙六水厂。项目位于开福区
芙蓉北路与兴联路、创远路交会处西北

角，于 2015 年 12 月开工，六水厂的原
水来自浏阳株树桥水库，并具备深度处
理工艺，出厂水可达到直饮标准，可满
足城北 18 万人供水需求。 今年 11 月，
长沙市六水厂正式通水试运行。

六水厂项目建设施工现场

长沙市三、八水厂鸟瞰效果图

为了提升整个长沙城区供水品
质，长沙水业集团投资 5.8 亿元对长
沙市三、八水厂进行提质改造，增加
深度处理工艺， 项目提质改造规模
80 万 m3/d。长沙市三、八水厂位于天
心区新开铺猴子石大桥东侧，是长沙
城南区域供水的主力， 两个水厂 80

万 m3/d 的产能更是全长沙城市供水
最大的来源。 两厂毗邻而建，共同肩
负起了长沙市南湖路以南、 湘江以
东、万家丽路以西、暮云以北区域供
水。 今年 10 月，三、八水厂基本完成
制水工艺深度处理改造，出厂水质大
大提升。

长沙市第一座半地埋式污水处理厂———敢胜垸污水处理厂鸟瞰效果图

为全面落实净水清源、生态环保的
要求，全力构建湘江流域水环境生态安
全屏障， 长沙水业集团从 2013年起陆
续启动了城区污水处理厂的新建及提
标扩建工程。目前，长沙水业集团共有 8
座污水处理厂，分别是长善垸、新开铺、
花桥、暮云、新港、雨花、敢胜垸、苏托垸
（在建），日污水处理设计能力达 117万

吨，投产运营的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全
部严格按照《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
放标准》一级 A标准排放。其中，暮云污
水处理厂采用中水回用技术，促进水资
源的循环利用和“海绵城市”建设，有效
净化城市污水，实现污水“零排放”，为
长沙创建国家中心城市，实施水资源可
持续利用作出更大的贡献。

小区二次供水设施到用户家中这
一环， 已成为影响居民用水安全和用
水品质的管理“盲区”。 2013 年，长沙
市启动了百万户表改造工程， 致力于
打通“供水服务最后一公里”，长沙水
业集团勇挑重担， 成为户表改造工程
主体单位。 5年来，累计投入改造资金
约 21.9 亿元。 小区实施改造后，“跑、
冒、滴、漏”等水资源浪费现象明显减
少，邻里、物业之间的用水纠纷也不再
是令人头疼的难题， 用水服务延伸到
结算水表户头，居民真正地用到了“放
心水、优质水、满意水”。户表改造施工现场

提质改造后的三、八水厂 童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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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水厂新建工程：解城北 18 万人用水之忧

三、八水厂提质改造工程：提升长沙城区供水品质

污水处理厂新建及提标扩建工程：日处理污水 117 万吨

户表改造工程：打通“供水服务最后一公里”

升级制水工艺
确保出厂水水质全面优于国标

长沙水业集团投入大量自筹资金新建水厂，
并在全国率先启动水厂提质改造工程，扩大供水
量升级制水工艺，两年内城区实现水厂深度处理
全覆盖，确保出厂水水质全面优于国家标准。

经过近两年的建设，今年 11 月，位于开福
区兴联路与创远路交会处东北侧的长沙市六水
厂正式通水试运行。待正式运行后，将大幅度地
提高长沙金霞经济开发区、丁字镇、桥驿镇及以
周边地区用水质量和用水安全，可满足城北 18
万居民的用水需求。

2011 年，长沙市委、市政府基于整合城市
水务资源、构建大水务投融资平台的战略思考，
决定以长沙水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基础，组
建成立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近几年来，长沙
水业集团投入大量自筹资金推进水厂新建工
程。 目前，长沙城区共有九大水厂，日供水设计
能力达 235万吨。

长沙新建七水厂、雷锋水厂正在施工，建成
投产后，长沙供水总量将进一步提升。后续新建
水厂均将采用深度处理工艺， 出厂水水质将进
一步提升。

与此同时， 长沙水业集团在全国率先启动
水厂提质改造工程， 在常规工艺基础上增加臭
氧和活性炭深度处理工艺，提高出厂水水质。

长沙三、 八水厂是长沙河东供水量最大的
两个水厂，日供水量为 80 万吨，肩负着长沙市
南湖路以南、湘江以东、万家丽路以西、暮云以
北区域供水。 今年 10 月，三、八水厂基本完成
了制水工艺深度处理改造，出厂水质大大提升，
出厂自来水 106项指标全面优于国家标准。

近年来， 长沙水业集团相继启动二、 四水
厂，三、八水厂，一水厂深度处理改造。目前，二、
四水厂已完成深度处理改造，三、八水厂提质改
造以及六水厂新建已基本完工； 一水厂提质改
造、七水厂新建、雷锋水厂新建正在施工。 两年
内，长沙城区将实现水厂深度处理工艺全覆盖，
确保出厂水水质全面优于国家标准。

改造供水管网
杜绝自来水二次污染

长沙水业集团大力推进供水管网改造工
程， 广泛使用球墨铸铁管， 杜绝自来水二次污
染，建设二次供水标准化泵房、启动户表改造，
打通供水最后一公里。

江南水务建安公司施工现场， 工人们正在
安装球墨铸铁管，这种铁管具有运行安全可靠、
破损率低、施工维修方便、快捷和防腐性能优异
等特点，近年来广泛用于市政管网建设。 据悉，
长沙水业集团近 5年累计投入 6亿元， 大力推
进供水管网改造工程。

供水管道就像人体的血管， 担负着向市民
供给生命之源的重任。 上个世纪长沙大部分自
来水管的材质主要为灰口铸铁管、水泥管和镀锌
管，这三种管网质地较脆，耐腐蚀性不强。经过多
年的侵蚀，管道容易产生跑冒滴漏问题，如果不
加改造，会造成大量珍贵水资源白白流失。 灰口
铸铁管容易生锈， 铁锈堆积后容易堵塞管网，造
成水质发黄、水压不稳，影响居民日常用水。

为保障供水水质安全， 长沙水业集团大力
推进供水管网改造工程，广泛使用更耐腐蚀、更
环保卫生的球墨铸铁管替代原来的水管， 杜绝
自来水二次污染。截至目前，长沙城市供水管网
总长约 3500 公里，覆盖区域约 420 平方公里。
供水范围河东区域北至桥驿镇、南至暮云镇、东
至黄花机场， 河西区域北至望城区、 南至坪塘
镇、西至雷锋镇、东至橘子洲头。

为了打通长沙供水最后一公里， 让居民用
水“顺”起来。 长沙水业集团大力推进二次供水
标准化泵房建设、启动户表改造，确保居民恒压
供水、安全用水、明白用水。

2013 年，长沙市南园小区纳入水表改造工
程，水表改造时，这里建起了二次供水标准化泵
房， 该小区也是长沙市最早一批规划建设二次
供水标准化泵房的小区。 长沙水业集团负责人
告诉笔者， 正常的市政供水压力无法满足高层
住户用水需求，因此，需要在小区建造一个二次
供水设施进行加压， 保证居住在高层的居民能
够稳定用水，就要建设二次供水标准化泵房。目
前，长沙已有 90个小区建了这样的泵房。

笔者了解到， 长沙的二次供水泵房建设有
三种形式： 开发商自行建设、 供水公司统一建
设、社区旧泵房改造移交。 但由于各种原因，部
分小区的二次供水泵房在选址、安装、设备、环
境及管理等方面都不规范， 给居民用水造成隐
患。为改善居民用水环境，长沙水业集团推动统
一标准化泵房建设，从硬件设施、软件平台、管
理模式等方面实现二次供水泵房的“安装、环
境、管理标准化”。 据了解，目前，水业集团已接
管全市近 500 个二次供水生活泵房，将有序实
施标准化改造，确保居民用水水质安全。

为加强二次供水设施维修和保养管理，水
业集团成立专门的维护团队每年对供水水箱清
洗消毒 2次，水质检测 4次，有效防止二次供水
中的二次污染。

强化原水治理
湘江干流和主要支流水质稳定在Ⅲ类标准内

长沙水业集团按照上下水一体化的要求，
在战略水源确保供给的同时， 实现污水“零排
放”，旨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放心水。

“建设美丽中国，推进绿色发展”，这是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关键词， 也是长沙水业集
团发展的新指引。湘江保护和治理是省政府“一
号重点工程”。通过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的实
施，湘江流域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流域水资源
短缺、水环境污染、水生态破坏的状况得到明显
改善。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湘江干流和
主要支流水质稳定在Ⅲ类标准内。

3 年来，长沙市累计投入近 60 亿元，完成
主城区 42公里截污干管建设，主城区具备实施
条件的 101 个排污口全部完成截污整治，日处
理污水能力达 163 万吨， 实现旱季无污水直排
“一江五河”。

为了保证长沙市民的饮用水安全， 长沙水
业集团在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工程蓄水前两年，
就开始着手对湘江长沙段原水中的含氮含磷化
合物、重金属等 19项指标进行严密监测。 同时

投入大量资金，完成了猴子石北高排口、临山撇
洪渠排口等 15个排污口全截污， 投入 33 亿元
完成雨花、暮云、花桥、长善垸等污水处理厂建
设。 通过实施污水处理厂提标和增加深度处理
工艺，使排放尾水达到一级 A 标；结合长沙市
中水利用规划， 将暮云污水厂处理后的中水回
用为湿地景观生态补水，实现上下水循环利用，
开发形成区域性的生态水循环利用系统， 为长
沙水环境治理和保障原水安全作出了积极贡
献，确保了湘江水质安全。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清”水来。长沙
水业集团积极参与水源地治理、 积极推进排污
截污，竭力提升原水水质，为长沙市民的饮水安
全把住了源头关。

优化检测体系
多重保障构筑 24 小时监测网

长沙二水厂制水车间，市民王环女士
参加水厂开放日活动，看到远道而来的株
树桥水库水，经过预加氯、格栅预臭氧、加
矾、混合、反应、絮凝、沉淀、过滤、消毒等
12道制水工艺流程后，到达清水池。 整个
过程均通过电脑实时监控， 她高兴地说：
“长沙的自来水值得放心！ ”

每天上午，水质监测员李明从长沙供
水大厦的水质监测站出发，前往各水厂对饮

用水水源和出厂水进行取样。 位于长沙供水大
厦的长沙监测站是湖南最权威的水质监测机
构，目前共有工作人员 29名。“从源头到居民家
中，我们每一道都设卡取样。 ”监测站负责人介
绍， 流到居民家中的自来水有着一套完整的检
测“链”。

据悉，为了让市民真正喝上放心水，水业集
团投入 3000 多万元建设国家城市水质监测
站，现已具备对 14 类产品（生活饮用水、地表
水、地下水、纯净水、矿泉水、城市污水、水处理
剂）近 230 项参数进行检测的能力，确保管网
水、 水厂水及污水厂排放水水质合格率达到
100%。 此外，通过水厂专检室、水厂化验室、国
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长沙监测站三级监测体
系， 加强湘江原水和出厂水质监控，24 小时实
时监控城市供水。

提升服务水平
打造“30 分钟用水服务圈”
长沙水业集团严格履行客户服务承诺制

度，在升级改造服务营业场所的基础上，同步形
成“96533 服务热线、短信平台、微信公众号、水
业官网” 四位一体的统一对外服务平台， 全方
位、24 小时服务用户。 同时， 创建“长沙水业
96533”公众号，挖掘微信平台功能，不断拓宽
服务方式，持续完善服务体系。

据悉，长沙水业按照“区块管理、责任到人”
的工作思路，在全市划分 22个片区，推行“片区
化”管理。片区集合抄表催费、维修、巡线、联络、
宣传与咨询六大职能，形成综合服务效应，促进
服务下沉、服务深化，及时响应和处理客户服务
诉求，打造“30 分钟用水服务圈”，缩短响应时
间，提升服务效能。

此外，逐步推广使用远传智能水表，促进水
务管理更加科学化。 截至今年 11月，水业集团
上线大口径智能水表 1994 块， 实现远传数据
自动开账 1638 块， 并对其中 409 块大口径水
表用户在水业集团微信公众号客户端开放了远
传数据； 上线小口径智能水表共计 38.5 万块，
涵盖 498个小区。用户通过使用智能远传水表，
可以通过网上营业厅和微信公众号查询每天的
水表实际读数，实时了解自己的账户余额情况，
并有效避免因管网漏损未及时察觉而造成重大
损失等现象的发生。 到 2018年底，全市小口径
智能水表数量将达到 50余万个，大口径智能水
表将逐步实现全覆盖。

作为省会城市的供水企业， 长沙水业集团
将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强化务
实作为，彰显使命担当，多措并举严把供水安全
和水质关，确保湘水更“甜”，全力服务于省会经
济社会健康发展， 有效提升市民幸福感、 满意
感、获得感，积极助力“品质长沙”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