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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Sanya Sino-French Water Supply Co., Ltd

有人说旅游是辛苦的，而我认为旅游是快乐的，尤其是那次游三
峡，沿途一路美景，给我留下太多美好的回忆。
今年 8 月 27 日，我们到重庆游览武隆风光后，跟团踏上了三峡
游船之旅，那天早上，天宫不作美，下起了小雨，我们冒着小雨游览
白帝城，又忙赶回到船上。游船从万州码头向长江三峡徐徐开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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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儿大，一会儿小，我们在船仓内围坐在一起，一边吃着买回来油

三 亚 中 法 供 水 有 限 公 司

炸香辣的小鱼、小虾和螃蟹，一边喝着小酒，一边听着广播里播放的

Sanya Sino-French Water Supply Company Limited

三峡民歌，透过窗户观赏长江三峡江面上的雾、雨和风的景色，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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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温馨、浪漫、幸福美好的人生。
中午时分，雨过天晴，我们迫不及待地走到游船的甲板上，让我眼前一亮，啊，太美啦！江宽天高，青山绿水，波光粼粼。江
的两岸山体连绵，忽高忽低，绿树成荫，生机盎然，云飘雾绕，尤如人间仙景，千姿百态。有的似睡美人，有的似大象吸水，有的
似雄狮呼啸，有的似姜太公钓鱼，有的似仙女下凡，播洒人间真爱。游客们三五成群，时而欢呼呐喊，时而摆展翅飞翔之势，相互
拍照留影，导游不断地给我们讲解。
巫山，是一座移民新城，啊！美的壮丽，美的雄伟壮观。一栋栋造型独特、富有地方风情的新楼房，高低错落，依山而建。两
座彩虹般的高吊拉桥跨江越岭而过，宽阔的江面上，货船、游船来回穿梭。妇女们肩上挂着小背篓，哼着山歌；男人们抬着竹轿，
喊着船工号子，在景区内来回走动，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们就在此换上小游船来到小三峡。
小三峡，比大三峡特美，江面夹小，山高险峻，悬崖峭壁，有时柔媚，有时险峻，但都不失雄伟的气魄。那山，树木满山遍野，
有绿的，红的，黄的、紫的，阿娜多姿，万紫千红。那水，湛蓝清澈，却看不见底，却有别样的风景。还有那山上的猴子们，一会
出现，一会消失，大家都纷纷举起手中相机、手机拍照，开心极了。突然，江边传来一阵阵悦耳动听锁呐声，导游说是山里人向我
们问好，我们欢呼地向山里人回礼致谢。小船在不远处调头转回，停靠在江边的小船里又传来一阵嘹亮的山歌，我们听不懂，导游

公司举行安全供水综合知识竞赛
本报讯 2015 年 6 月 26 日下午，公司在豪威麒麟海景大酒店会议厅举办了供水安全综合知识竞赛，来自公司三个水厂、管
网、客服、机关 6 个代表队、48 名选手参加比赛。市安全监督管理局、市总工会、国资委领导、张宇澄总经理、何万里副总和

说是美丽的姑娘向我们问好，祝我们旅途平安快乐，身体健康。

王琦总监等公司领导到场观看，并分别给获奖选手颁奖 。

三峡沿途一路风光美不胜收，令人留连忘返。（监察部）

6 月 26 日下午举行供水安全综合知识竞赛，比赛在紧张欢乐的氛围中进行，参赛选手经过必答题、抽答题和职安健看图问
倒满一杯水，品我，品人生。
水本无声，平静优雅。
加入一丝纯净一丝期盼，
咖啡的纯美悠然飘来。
对我而言，咖啡即生活。
生活需要斑斓璀璨的色彩。
在纷扰的日子里，
用滋润心灵的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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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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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透明的世界里，

答题等三个环节。抢答环节更是激动人心、跌宕起伏，现场观众答题也非常踊跃，最终管网部代表队、机关代表队和客户部代

静静的散发着自然的韵味，

表队分别获得竞赛一、二、三名。（行政部 林作亮）

回味过往的心酸，
淡忘在甜美的梦乡。
倒满一杯水，品我，品人生。
水本无味，恣意豪放。
溶有一点无奈一点疲惫，
醇香的酒味在朦胧中自由伸展。

灌溉生活的每一天，

对我而言，酒是一种调剂。

使之换发更加绚丽的色彩。

口

在纷扰的气氛里，

倒满一杯水，品我，品人生。

陈
振
宇

在幽暗的烛光里，

水本无色，惬意悠闲。
浸入一味馨香一味清醇，

将忧愁和不安流入心底，
纵情欢乐，

淡淡的茶韵如仙音绕梁。

不渗入一丝的杂质和污染。

对我而言，茶是一种意境。

一杯水，品生活，

经过岁月的颠簸和沉淀，

茶韵，酒味，咖啡味，演绎着水的

终将归于悠闲和安详。

深邃，浸透着生活的悠远。

香港品质保证局对公司 ISO 管理体系进行审核
本报讯 2015 年 7 月 27¬--30 日，以施军先生为审核组组长的香港品质保证局审核组一行 3 人对公司 ISO9001：2008 管理体
系进行为期 4 天的审核，发现 1 个不合格项，12 项可改进项。
本次审核包括生活饮用水提供相关的管网输配建设、运营、维护、水质监测和水表检定。 经过认真审核，审核组认为公司
高管层重视城市自来水供水质量并提供优质服务，通过计量认证的水质监测中心开展各项日常检测活动，确保水质达标，有统

地址：海南省三亚市迎宾路天际大厦二楼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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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计费系统和健全的客服体系，供应商的档案管理，水处理工艺稳定，质量管理和客户满意的意识具备，且在有效运行中。
最后，审核组要求公司对此次审核发现不合格项和可改进项进行原因分析，并要求公司及时纠正且采取预防措施进行改进，
进一步改进完善，不断规范各项工作。（行政部 林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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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举行漏氯事故危机演练
本报讯 2015 年 8 月 19 日上午 10 时 10 分，青田水厂卸载氯瓶时，员工不慎将 1 个氯瓶的针阀损坏，氯瓶开始泄漏，2 名在
现场的员工 1 名逃出，1 名晕倒未能撤离。
事故发生后，我司立即成立现场抢险小组及应急指挥小组，启动三亚中法供水漏氯应急预案，进行现场抢险，水质监测。同
时现场抢救及报 120 抢救。发生漏氯事故时氯库氯气浓度为 20ppm，青田水厂停止原水供应。随着氯气深度的增大，抢险未能达到
预期的效果，当氯库氯气浓度达到 40ppm 时，我司抢险队封闭现场，洒水喷淋，关闭氯库，停止生产，请求 119 专业抢险人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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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水综合 ◆

三亚召开饮用水水源林治理管理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 黄世锋 实习生 吴合庆）9 月 9 日上午，市政协副

汽车撞坏消火栓，突现“喷泉”
本报讯（记者 乔亚楠）9 月 16 日晚间，群众街与

主席黄志强主持召开三亚饮用水源林治理管理座谈会。黄志强指出，

新风路交口处一个消火栓被汽车撞坏，路边突现“喷泉”，

三亚作为全国唯一的“双城”、“双修”试点城市，生态修复任务繁

喷涌出的水柱近两三层楼高，路面大量积水。三亚中法

重，饮用水水源林的治理管理显得非常重要，一定要摸清影响饮用水

供水抢修队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将消火栓的阀门关闭，

水源的情况底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饮用水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

并在 17 日上午重新更换了加厚型消火栓，初步计算损失

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2000 余元。

行抢险。与此同时我司把漏氯污染情况汇报政府部门及双方

目前，三亚已划定的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共 5 个，分别为赤田水

据周边商户介绍，16 日晚上 8 点钟左右，一辆汽车

股东，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做了应急疏散工作，把受影响

库、福万-水源池水库、半岭水库、抱古水库、大隆水库饮用水水源地

撞到了路边的消火栓。“还没反应过来，水柱就喷上来

的人员都撤离到安全地方。

保护区。目前，这 5 个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已完成保护区规划和划界

了。”附近一家店铺店员告诉记者。当时，不少人都不

立桩、隔离网建设等工作任务；同时，规范了城市饮用水水源环境应

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还以为有危险，纷纷躲到附近的

急管理和危险化学品运输管理等工作。至今，三亚未发生饮用水水源

店铺内。在接到市民反映后，大约在 20 时 20 分左右，

突发环境事故。

三亚中法供水抢修队员赶到现场，将消火栓的阀门关闭。

当天经 119 专业抢险队伍的极力抢险下，12 时 30 分就
控制好氯气漏点，并恢复生产。
我司青田水厂实时监测水质，并在事故发生阶段加强水

座谈会上，来自市水务局、林业局、国土局和各区、农场、水库

质监测频率，未发现有出厂水质不达标的情况，漏氯氯气影

有关负责人纷纷发言，对如何进一步加强三亚饮用水水源林治理管理

响环境情况，环境部门也做了实时监测，并在我司网站上做

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发布，敬请广大市民通过我司网站了解供水情况及环境监测

记者在现场看到，整个消火栓的上部已经不见了，只剩
下一个底座。
17 日上午，三亚中法供水抢修队员使用加厚型的消

黄志强指出，三亚饮用水水源林治理管理面临的情况依然严峻，

火栓对损坏处重新安装。据现场队员介绍，三亚消火栓

政府部门要对影响饮用水水源的经济林地、橡胶加工厂、违建、排污

经常被车辆撞断，有一个月曾更换过十几个消火栓。
“这

口等情况进行摸底，全面、准确了解和掌握饮用水源环境状况，认真

些喷出来的水都算是管网的漏失率，而且还得要重新开

举行女职工合法权益专题讲座

做好三亚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尤其是一级保护区的短、中期规划；各

挖更换消火栓，特别是带水作业很麻烦。”

有关部门要防患于未然，切实加强对饮用水源一、二级保护区的巡查

据了解，由于供水企业并没有执法权，如果在现场

本报讯 为提高员工安全生产意识，加强专业技能操作能力。6 月 11

本报讯 2015 年 9 月 9 日上午，公司工会举行

和监测工作、及时发现和制止人为污染水源；要严格控制饮用水水源

找到肇事车主，可以要求其赔偿流失的自来水水费。但

日，公司在金鸡岭水厂举行劳动技能操作比赛，公司 6 个代表队到场进

女职工劳动保护，依法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专题讲

保护区附近温泉水资源的开发，确保饮用水生态安全，长期有效保护

大多数情况是抢险队员到达现场时，车主早已离开，管

座，来自公司各部门 30 名女职工到场认真聆听。

水体。

网流失率、消火栓的费用都需要供水企业自行承担，就

情况。（行政部 林作亮）

公司开展“安全月”劳动技能竞赛

行比赛，公司领导、天涯水业 10 名员工也到现场观摩。
当天，管网部员工现场模拟了供水管道爆裂情景。瞬间高压水柱从

本次讲座邀请中华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健康知

水管中爆出，抢修队员在接到群众反映后，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关闭水

识高级讲师王岩主讲，她主要从六方面进行讲述：

阀，布置警戒线，分工合作开展维修工作，完成管网爆裂抢修。技术人

一是职业危害与女性生殖健康。二是女职工特殊生

员携带设备对管网中自来水进行检测，合格后通知工作人员开启水阀，
完成抢修工作。此外，客服部技术人员也按标准工作规程开展维修 DN20
水表、DN20 阀门及 DN20 止回阀的技能操作。金鸡岭水厂、荔枝沟水厂、
青田水厂技术人员按供水泵房标准操作，对电阻、电压、电流检测及常
用操作，并进行水质搅拌实验操作；行政部代表队进行消防灭火技能操
作比赛。（行政部 闫云霞）

理特点及职业健康的影响。三是职业紧张对女职工
健康的影响。四是预防乳腺癌，重在自我保护。五
是了解生殖道感染，预防宫颈癌，降低病死率。六
是加强女职工劳动保护，落实特别规定，实施女职
工卫生保护。
讲座结束后，广大女职工纷纷表示收获颇丰，
受益匪浅。（行政部 闫云霞）

据了解，8 月 25 日—27 日，黄志强曾率市政协考察组深入三亚饮

此次情况，损失达 2000 余元。在此，三亚中法供水公司

用水水源区，开展为期 3 天的饮用水水源地治理管理问题调研，深入

也希望广大车主在行驶过程中务必小心驾驶，爱护消火

了解三亚饮用水水库储水、水源林质量治理工作等情况。

栓设施。(转载三亚日报)

全市水库新增蓄水量
2047 万立方米
本报讯（记者 乔亚楠）9 月 17 日，记者从市三防办获悉，
受台风“环高”和弱冷空气双重影响，三亚出现久违的连日降雨，

青厂更换 10 千伏高压线路瓷瓶
本报讯 5 月 11 日，供电公司检修人员在我公司设备维修
人员协助下，用一天时间对青田水厂 10 千伏 70 根电杆上三
相支柱瓷瓶进行了更换，消除了该高压线路存在的安全隐患。

从 9 月 13 日至 17 日，三亚水库蓄水量共增加 2047 万立方米。

青田水厂 10 千伏高压线路高压瓷瓶因使用多年，我公司

据统计，截至 17 日 16 时，大隆水库水位为 53.62 米，蓄水

设备维修人员在变电设备深度隐患排查工作中，发现多处三

量为 19613 万立方米；赤田水库水位为 19.3 米，蓄水量为 3967

相支柱瓷瓶有裂缝和螺杆锈蚀现象，如不及时更换，将会出

万立方米；水源池水库水位为 42.12 米，蓄水量为 1055 万立方

现断裂、短路、接地等严重后果，危及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米；福万水库水位为 126.49 米，蓄水量为 560 万立方米；汤他

影响我公司的供水生产安全。

水库水位为 215.40 米，蓄水量为 600 万立方米；抱古水库水位

发现这一隐患后，我公司迅速与供电公司联系协商，并

为 52.42 米，蓄水量为 1619 立方米；半岭水库水位为 51.30 米，

积极着手准备工作，配合供电公司检修人员，实施了该线路

蓄水量为 633 万立方米。中型水库合计新增蓄水量 1533 万立方

隐患的消除工作。

米，小一型水库合计新增蓄水量 185 万立方米，小二型及山塘合
计新增蓄水量 84 万立方米。

当天，工作人员在各项安全措施布置妥当后，系上安全
带攀爬到近五米高的支柱瓷瓶处，头顶炎炎烈日，拆除、安

对比 9 月 13 日 8 时的统计数据，赤田水库蓄水量增加最为

装等工作程序都一丝不苟的进行，地面人员监护、配送认真

明显，共增加 1226 万立方米，水位增长 2.76 米。就此次连续降

负责，大家默契配合，相互监督、叮嘱，整个工作现场井井

雨，三亚水库蓄水量增加明显，特别是主要饮用水水库蓄水情况

有条，安全有序,工作人员清理完现场后及时合闸送电，确保

较好。(转载三亚日报)

水厂安全生产。(供水部 余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