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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信
三亚中法供水有限公司领导：
吃水不忘供水人！吃水感谢供水人！
当我们高高兴兴地即将跨入羊年的时候，全体椰海花园住户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可以这样说，没有你们辛勤高效的工作，为
我们解决了多年老大难的饮水问题，我们这个春节都过不好。

Sanya Sino-French Water Supply Company Limited

但当你们知道我们的困难后，迅速派出多位工作人员，为我们研究解决方案，设计改造线路，寻找最佳路径，精打细算为我们降
低成本，尤其是施工人员，从材料采购到施工结束不两天就高质量地完成工程改造。
在你们的鼎力相助下，不仅为我们解决了多年来的老大难问题，同时也从你们身上看到了很多令人感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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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紧张，有时几天都抽不上一滴水，没有了水，老老少少寝食不安，度日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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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优越的自然资源，吸引着全国四面八方的人，但是，来的人实在太多了，再加上我们小区地势高，多年了，我们小区的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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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 2015 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胜利闭幕！

首先你们的职工队伍是一支高效益的队伍，是一支高素质的队伍，是一支能为百姓办实事的队伍，是一支值得我们感谢和尊敬的
队伍。其次你们的部门领导是心系万千百姓好领导。这里我们特别要感谢贵公

李劲松副市长慰问我司春节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一线员工

司客户部的黄经理，不说空话、不说大话、不打官腔，实实在在为客户排忧解

2015 年 2 月 20 日大年初二，副市长李劲松在市水务局局长何世刚、公司董事长袁文革、总经理张宇澄等领导陪同下到金鸡

常务副市长吴岩峻到我司检查节前安全供水工作

难。尤其是出众的协调能力，使这项工程能够在短时间能顺利完成。有这样的

岭水厂各生产车间亲切看望慰问春节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第一线员工。

好领导我们心里踏实。
春节快到了，椰海花园全体住户给供水公司全体员工拜年了！祝供水公司

张宇澄总经理向李劲松副市长汇报了我司春节期间如何保障三亚城市供水

羊年事业兴旺发达，全体员工合家欢乐、万事如意！

安全所采取的措施、供水调度及相关供水工作。在听取汇报过程中，他不时插
椰海花园全体住户
话询问原水供应等情况，以及公司保障安全供水的应对措施。他表示，我司在

读水

保障春节期间安全供水、管网巡查等方面的工作是到位的。他最后勉励供水部

口 陈振宇

门要继续努力，保证春节期间市民的用水安全。
（行政部 林作亮）
我仰头，第一滴雨恰巧落下，瞳孔从未如此清凉过。
水蕴含着真善美。葡萄牙人说它可以洗涤万物。四时变更，四季更迭，极像一个生命的历程，且枯且荣，亦真亦幻。但季节的变
更，这之间必然会伴随着一场雨。即使是春天，先于它而来的也是一场雨。经过冬季漫长的肆虐，大地已锈迹斑斑。而雨，这位水的
化身，天然的清洁者，细心呵护着斑驳的大地，为它洗去尘埃。雨，这个诗意的象形文字，来自天空的自然音符，坠落在大地上如此

省水务厅领导检查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保障供水工作
2015 年 3 月 4 日下午，省水务厅王永胜主

的温柔与细腻。雨，为生命洗去铅华，注入生机。冬季是一个生命的开始，而非结束。

公司领导慰问春节值班员工
2015 年 2 月 19 日农历大年初一上午，张宇澄总经理、白应周党委书
记、何万里副总经理、陈朝东总工、郑心保副总工等领导分别到公司各值
班单位，亲切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第一线员工。

每一滴水，却有着同一个方向，落在同一个定点上。因为他们明白他们的方向正确，目标专一。纵然是再软弱的一步，再微小的

任等一行 3 人在市水务局张秀标副局长、公司

一步，再懦弱的一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千滴万滴，终将洞穿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东西。从这延伸出来的，我明白所谓的学习方

张宇澄总经理、陈朝东总工等陪同下，到青田

法都只是无稽之谈，在坚持面前所有的噱头都将望而却步。无论多么困难的事，只要有持之以恒的能力，他都是胜利者，不以成败论

水厂供水泵房、加氯、加药车间了解生产情况，

英雄。我始终相信两个字，一个“恒”字，一个“专”字，只要也不气馁，矢志不移，始终如一，总会出现奇迹。绝不期待奇迹会在某地

现场检查了水厂沉淀池、反应池和滤池的实际

降临，成功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运行和水厂安全保卫等有关情况，对青田水厂

正亦是反，反亦是正。水的轮回无不透浸着这永恒的信息。它从未减少，也从未增多，变的只是对它的心情。世界万物皆由相生，

随着春节假期的临近，三亚迎来了旅游高峰，大量游客到三亚旅游度
假，用水量剧增，给我司供水造成压力。为此，公司领导十分关注春节期

长期超负荷运行为三亚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

间的安全保障供水工作，在供水调度中心、客户服务呼叫中心、保卫科、
管网部、供水部、青田水厂、金鸡岭水厂、荔枝沟水厂和水质检测中心等
值班单位，公司领
导深入到每一个工

心不动，万物皆不动；心不变，万物皆不变。不要还来不及思考，夏天就已成为昨天的记忆。其实命运已为我们分配好，分配得刚刚

张总向检查组介绍公司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

好。轮回会带给你希望，会留给遭遇挫折的我们以未被流年卷走的希望。只要我们还坚持，梦就不会破碎。在人生的跋涉中，无所谓

间保障城市安全供水的应对措施，并计划在今

位领导和当班人员

望尘莫及，一切都将轮回，包括机会，总会有一串脚印在等着我们的延续。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不要让它们消失，在每时每刻为即

年 3 月中旬举行漏氯、水质突发事件、爆管应

详细了解城市供水

将再次到来的希望做好充分的准备。

急预案演练。

情况，并给大家拜

你站在高俊的山上，你俯瞰大地，你会将一切尽收眼底，但你透过一滴水，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顿时间都变得清澈透明。
(水质中心)

地址：海南省三亚市迎宾路天际大厦二楼

检查组要求我司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做好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的安全供水工作。

电话：（0898）88662182

邮编：572000

作岗位，向值班单

年，向他们致以新
春的祝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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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届“世界水日”公司举行大客户座谈会

公司开展 2015 年“春节”节前安全检查

3 月 22 日是“世界水日”。3 月 20 日上午，公司邀请 20 名用水大客户代表召开座谈会，与用户进一步沟通城市供水问题。
2015 年 1 月 27~30 日,陈朝东总工带领公司工会、安委办和行政部一行 7 人对公司青田水厂、荔枝沟水厂、金鸡岭水厂、管
网部和水质中心进行“春节”节前安全生产检查。

一步缓解三亚供水压力，预计今年 8 月中旬青田水厂供水二期扩建工程将完工，届时自来水的生产能力会大大增加，有效缓解供需矛

27 日，检查小组首先对公司机关及客户部进行检查；28~29 日对三座水厂、青田水厂二期扩建工地以及水质、水表检测中心
进行检查；30 日对管网办公大楼以及管网施工工地进行检查；将发现的安全隐患情况形成报告上报公司领导并要求各单位按报告

盾。而且按照国家、省政府的工作要求，在今年内三亚将实施阶梯水价，引导市民、用户节约用水。此外，公司还将计划建设多条管
网，扩大自来水输送能力。
随后，在座的客户代表分别就自来水供应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与参会人员进行深入沟通，何万里副总、各部门经理认真解

内容进行逐项整改。

答用户提出的用水问题。琼州学院的代表在会上反映学校自来水供应近期出现了不正常情况，公司表示由于半岭水库有效库容量有限，

最后，检查小组对各单位提出了五点建议: 1、春节期间,水厂周边民居燃放烟花炮竹,易引起火灾,各单位要高度重视。 2、
要全面的检查落实好灭火器的数量及充装量,该换的要换,量不足的要及时充装。 3、安保科要加强水厂的安全保卫工作，落实好
访客登记制度。 4、加强水质的管理，密切关注水质的动态。 5、检查小组检查出的安全隐患问题各单位要本着认真负责任的态
度做好整改。(安委办

20 日上午，行政部王文玉经理通过 PPT 向大用水大户代表介绍公司概况、原水现状、面临的供水形势和公司的应对措施。为了进

荔枝沟水厂的日均生产量受到一定影响，周边用户水压较低，公司将派员前往查看，尽可能通过调节水压保障正常用水。
与会代表们还分别参观了公司供水调度中心、呼叫中心和金鸡岭水厂，实地了解自来水生产工艺、明白自来水点点滴滴来之不易。
同时公司也借助三亚新闻媒体向广市民呼吁节约用水，提供水资源利用率，重视水资源的保护，为水资源可以持续发展助力。
另据了解，今年 3 月 22 日是第二十三届“世界水日”，

林 浪)

国水周，主题是

联合国确定的宣传主题为“水与可持续发展”，3 月 22 日-28 日为中

“节约水资源，保障水安全”。（行政部 林作亮）

1月

公司举行 2015 年漏氯应急演练
3 月 11 日上午，2015 年公司在青田水厂举行漏氯应急演练。陈朝
东总工、郑心保副总工，安委办主任陈德诚到现场观摩指导。
此次演练是在 2015 年博鳌亚洲年会开幕前进行的。上午 10：30，

管道爆裂应急抢险演练
为增强供水管网突发事故的应对能力，保障 2015
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安全供水。2015 年 3 月 24 日
上午，天涯水业和我司在海棠湾某酒店旁联合举行管道

随着现场指挥王凤志先生的一声令下，演练开始。模拟 2 名值班人员在

爆裂事故应急抢险演练。袁文革董事长、张宇澄总经理、

更换氯瓶时，由于用力过猛造成氯气罐阀门泄露。1 名值班人员来不及

陈朝东总工，郑心保副总工和东部供水公司邱文和总经

撤离受氯气所伤晕倒，情况十分危急。值班人员听到报警声后，立即报

理等领导到场观摩。

公司举行元宵游园活动

公司人武部进行人事调整

告厂长，厂长向现场指挥王凤志报告并组织现场人员疏散。生产组、救

上午 10 点，模拟海棠湾某酒店旁 DN200 供水断裂

灾组、救护组、保障组紧急赶赴现场，救护组对危险区域进行隔离并警

漏水，约 7 米高的水柱喷射而出，造成附近酒店及居民

2015 年 3 月 4 日下午，公司在金鸡岭水厂

戒，抢修人员穿上防护用品，利用抢修工具堵漏；120 救护车赶来现场

大片区域停水。接到指令后，应急抢险队员开着供水抢

篮球场举行元宵游园活动。公司员工及其家属

职命令大会。吉阳区委常委、人民武装部部长宣布公司武装部干部任职命令，任命

后对伤员进行医学急救后并将其扶上急救车送至医院；紧接着 119 消防

险车迅速赶赴现场，展开对爆裂水管进行抢修。关闭控

等参与了此次活动。公司工会主席周廷栋到现

周廷栋同志为公司人民武装部部长，林作亮同志为副部长兼干事。吉阳区人武部政

车到达现场，在了解现场情况后消防官兵展开救援工作。经过抢修人员

制阀门、布置抢修现场外围护栏、拉起警戒线，竖起警

的共同努力，液氯泄露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一切恢复正常。

示牌、施工标识牌，布置发电机电缆、水泵、并开始发

演习结束，陈德诚主任现场点评，并指出了演练中存在的问题和需
要改进的细节。这次演练很好检验公司出现漏氯事故时的应急处理能
力，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和操作熟练程度。（供水部 王万祥）

电抽水；经过抢修人员 30 分钟的共同努力，修复漏水

场观看。
游园项目形式多样，设有瞎子打锣、套圈、
投乒乓球、吹蜡烛、投飞标、投篮球等游戏，
趣味性好，深受员工及家属们喜爱，员工们纷

2015 年 3 月 2 日，公司党委书记白应周在公司会议室主持召开武装部干部任

委罗庆丰、政工科科长幸享宾、干事零雪，公司工会副主席尹海雄及各部门领导等
16 人参加会议。
公司党委书记、人武部部长白应周主持会议并讲话：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及
公司人武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次对公司人武部领导做出调整，是吉阳区人民

点。随后，水质检测人员利用便携式水质检测仪进行恢

纷参与其中，一显身手。比如套圈的游戏，看

复通水前的水质检测，整个过程紧张有序。

似简单实际上难度极大，但参与者依然不怕艰

武装部根据实际情况，通盘考虑后作出的决定，我坚决拥护组织的决定，全力支持

难，玩在其中，乐在其中，获得奖品的小朋友

周廷栋同志工作，继续关注人武工作。希望公司人武工作在吉阳区人民武装部的领

们兴高采烈，欢笑声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和

导和关怀下，在大家的支持下，不断取得新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成绩！

举行此次演练，主要是为了检验双方水司爆管事故
在应急准备状态下的应急救援能力，提高供水安全可靠

谐团结的良好氛围。(行政部 闫云霞)
性，防患于未然。（管网部 文宠荣）

（

随后，新当选的周廷栋部长发言：这次任职对我来说不仅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更是一份希望和重托，我将把今天作为一个新起点，尽快进入新角色，在做好本职
工作的同时，会不辱使命协助吉阳区人人武部做好工作，决不辜负组织部领导对我
的信任。
最后，罗庆丰政委讲话：他充分肯定了公司上届人武部工作，对新当选的领导
班子提出希望和要求：一是要加强学习，增长才干，尽快进入新的角色；二是要齐
心团结，合力共事，不负重托，积极主动配合吉阳区人武部抓好基层民兵组织建设，
努力完成区人武部每年下达民兵整编、训练和征兵工作。(行政部 闫云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