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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地流
口 沈玥

一个星期前，专业课王老师带领我们到学校附近荔枝沟
水厂去参观学习。接待我们的是位中年男子，热情的基调从
一见到我们那一刻起就从他们展露无疑的脸上流泻出来了，
他们的热情也感染了我，心中残存的一丝对水厂的忌惮也消
融在了这份宽厚的温存中，反倒生出了亲切之感。
随后大伙就把自己排成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线段，黎厂长
带领我们去参观厂内的净水流程，每到一处，他就停下来耐
心地向我们讲解着该流程的净水原理、处理措施、生理指
标……我们像极了一窝饥饿的小山雀围绕在他的身边热切
地等待着汲取从他嘴里吐出的话，失了势头的冬天的三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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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静静地泻在他的铜黄色的、富有光泽的半边脸上，另一半是阳光打在他头顶的安全帽上投影下来的黑，这一
明一暗的色调被脚下的水映衬得很是和谐。我们的目光与那一缕光相碰，声音凝滞在空气中，仿佛能闻到充斥在
呼吸中的流水的轻盈，池子里的水在它们各自占据的空间里盘旋，像一条条浑重的银蛇踟蹰前行，或盘绕，或舒
展……
半个下午的光景，我们就把足迹踩完在了这二十多亩的土地上，从这些穿梭中的步伐里，我仿佛看见了他们
把水泥地上被厂里工作人员反反复复踩踏出来的大小各异、深浅不一的脚印给挤了出来，是如此清晰。三亚半岭
水库、水源池水库的水经过管涵的指引，汇集成源，在这块可见方物的空间里被濯洗着、净化着，洗去了污秽拂
尘，洗出了空灵剔透，洗成了美丽之都，也洗来了沽沽游人。
相传在今荔枝沟镇东岸村以西一片方圆十多里的开宽盆地上，原盛产水荔枝，荔枝沟便因此得名。我想，那
时的荔枝沟定是水满村庄，水肥沃了土地，地壮大了树根，根捕捉了水分，水渗进了土里……一时间果香四散，
水华横溢，站在树下，仿佛都能听见二者碰撞时发出的清脆的撞击声，在混合着泥土气息的空气中迸裂，水、土、
树交融，共同演绎着丰收的华丽。荔枝沟，是水赋予了它的名。
而今，地名虽在，荔枝却遁了踪迹，其中原因，早已深谙。在人们亘古的观念里，这是一个并不缺水的城市，
因此，在他们长久的习惯中，对于水的存在是寡淡清浅的，它像极了空气，安然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静静地
流淌在我们的血管中，深深地融合进我们的血液里，它是那么的安静，静得让我们几乎觉察不出它的存在，可它
又是如此的重要，缺了它，生命将难以延续。班上也有不少北方的同学，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以听其中一位讲
述了他们当地人的爱水情缘，因为缺乏，所以珍贵，水之于他们，是如此可贵，都说春雨贵如油，而他们则是惜
水若金。因而人们对这个并不缺水的城市的认知，只是因为地域的差异带给我们的一种错觉，相较于那个荔枝流
溢的时代，这点水便显得微不足道。所以，节水之道的关键还在于人们意识的转变！
看着大家进出的身影，听着专家浑厚的讲说，我不禁心房触动，仿佛是眼前的水流进了我的身体，在里面搅
出的一圈圈温柔的涟漪。水的清、水的柔，都在他们身上汇聚，在净化着这源头之水的同时，他们的心灵也被这
沉淀过后的至纯的水涤荡着，水道在他们身上被完整的诠释着。
在离开水厂的时候，我忍不住转眼回望，仿佛看见了那几汪被石墙隔着，又被石路连通着的池子里的水正静
静的，静静地流着……（琼州学院）

青田水厂供水二期工程正稳步推进
本报讯 青田水厂供水二期扩建工程于 2013 年 10 月底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 2.4 亿元人民币，被列入三亚市建设重点项目。
近日走访工程现场，了解二期建设情况。据介绍，青田水厂供水二期净水厂土建主体已经完成，正在进行设备安装的相关工作，
建成通水后，将有效缓解市区供水紧张状况，提升全市供水能力。
据项目经理李跃新介绍，青田水厂是三亚现状规模最大的水厂，设计能力 15 万吨/天，肩负着我市 60%左右的城市供水重任，
2012 年水厂日平均供水量为 16.6 万吨/天，最大日供水量达到 17.5 万吨/天，现已超负荷运行。
青田水厂供水二期扩建工程建设分为三部分。一是从赤田水库至水厂的两条 DN1400 原水管道工程，单条工程原水管线总长
约 20 公里，原水管道工程由海棠区负责实施建设。二是净水厂工程，扩建 7.5 万吨/天（土建规模 10 万吨/天）净水厂，使青
田水厂供水规模由 15 万吨/天增至 22.5 万吨/天（远景为 25 万吨/天）。三是从净水厂输出自来水的 DN1200 清水管线一条，沿
海榆东线敷设，总长约 11 公里。
净水厂和清水管线工程均由三亚中法供水公司负责实施建设。建成后，自来水将从青田水厂，沿海榆东线输送至吉阳转盘，
再将水送到城区，满足沿线和城区水量增长的需求，有效缓解部分地区因需求增大而导致的服务水压偏低的问题。
日前走进青田水厂供水二期工程现场，实地了解建设情况。

因为出生在绿水环绕的滨海村，从小就喜欢看海。如今在三亚安居乐业，妻子贤惠，儿子乖巧听话，偶尔在周

三
亚
看
海

末休闲时间携妻驱车到亚龙湾、大小东海、三亚湾看海，放飞心情，领略三亚迷人的椰风海韵。
在三亚看海，阳光再怎么强烈，总有远山为人们调节视野，使你在炙热中有那绿蓝的调节。要是在黄昏，海面
总是乐融融的滋润与和暖。在三亚看海，能看到海中小岛，欣赏被小岛间隔了的海，别有一番情趣。三亚看海还能
看到大海周边的小山，轻涛拍岸，给人温暖，撩人心怀。

在现场，净水厂的土建主体已经完成了建设，沉淀池至滤池段还
有部分积水。据了解，这是前不久刚刚进行了池体满水试验，以
检验建设质量。按照计划，工程所有的土建、设备安装工作将在
今年 12 月中旬完成，随后进入调试阶段。目前，青田水厂供水二
期建设的原水管道、清水管线建设正在稳步进行中。

夕阳西下的三亚湾，红光四溢，一群群外来游客到海里游泳，有的乘摩托艇，在海湾里乘风破浪，在银洁的沙
滩上漫步的情侣成双成对，情意绵绵，偶尔会有几朵浓重的云在遮掩耀眼的金光，凉风吹来，椰叶婆婆，让人如痴

在青田水厂供水二期的建设过程中，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给予
了大力支持与帮助，项目进展顺利。目前工程正抓住三亚 2015 年

如醉，流连忘返。
三亚的海太美啊，总能看出一些特别之处来，我爱三亚的大海，我是大海的儿子。（林作亮）

投资及城市治理管理百日大会战的契机，加快项目建设，建成通水
后，将有效缓解城市供水紧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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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召开自来水价格改革听证会

居民生活用水拟实施阶梯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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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做好冬休接待保障供水工作
本报讯 春节临近，来三亚冬休的重要宾客增多，公司从政治高度充分认

本报讯（记者 黄世锋 实习生 梁驰珑）记者 11 月 16 日下午从三亚市自来水价格改革听证会获悉，三亚市自来水价格改革拟
实施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并分为三级收费管理，各级阶梯水价按 1∶1.5∶3 的比例确定。听证会上，与会人员绝大多数指出，
海南尤其三亚的水资源非常珍贵，如果调整三亚自来水价格，则可以使广大民众更为合理地使用水。

识冬休接待任务的重要性。2015 年 11 月 2 日上午，张宇澄总经理在公司会议
室主持召开专题会， 要求各部门扎实做好各项供水服务工作，保障安全供水。
公司启动重大节庆假日保障城市供水预案，成立重大客户走访工作组，对
亚龙湾、半山半岛、海坡等供水区域接待酒店进行对接走访，了解管网分布情

各级水量基数根据用水人口数量确定：用水人口为 4 人及以下的，第一级水量基数为每户每月用水量 28 吨及以下，第二级水
量基数为每户每月用水量 28 吨以上至 36 吨，第三级水量基数为每户每月用水量超出 36 吨。

况，二次供水设备、设施的运行等情况，并做好走访记录。做好保障供水片区
及接待酒店供水管道检查养护和应急抢修准备工作；加大水质检测力度，特别
是冬休接待酒店，保证优质供水；做好各种生产设备的保养检修，备品备件的

当天的听证会设置两套方案。三亚居民生活现行用水价格为 1.35 元/吨，拟调整方案一：第一阶梯为 1.65 元/吨，第二阶梯
为 2.48 元/吨，第三阶梯为 4.95 元/吨；拟调整方案二：第一阶梯为 1.7 元/吨，第二阶梯为 2.55 元/吨，第三阶梯为 5.1 元/吨。
合表居民用户和执行居民生活水价的非居民用户，拟调整方案一：1.67 元/吨，方案二：1.72 元/吨。市政绿化用水由现行的
1.20 元/吨，拟调整方案一：1.67 元/吨，方案二：1.72 元/吨。行政事业单位和工业非居民生活用水由现行的 1.40/吨拟调整为
3.2 元/吨。经营服务业的非居民生活用水由现行的 3.1 元/吨拟调整为 3.20 元/吨。特种行业用水由现行的 3.70 元/吨，拟调整方
案一：6.08 元/吨，方案二：6.42 元/吨。综合水价由现行的 1.99 元/吨，拟调整方案一：2.54 元/吨，方案二：2.61 元/吨。

储备，确保生产设备设施的良好运行；优化供水调度方案，合理安排水厂和管
网维修计划，对保障供水片区各接待酒店不再进行计划性停水抢修，避免水厂
供水和管网维修对用户造成的影响，确保供水管网安全运行。（ 林作亮）

保障国庆期间供水安全

随着三亚市城区扩大，社会经济发展，水需求越来越大，目前全市自来水设计日生产能力为 38.5 万立方米，而高峰供水量 45.5
万立方米/日，现行供水能力已达到极限，现有的水厂和供水管网已不能满足城市发展需要，出现用水危机。

本报讯 2015 年 12 月 2~3 日，中法水务职安健副经理刘

本报讯 国庆节期间，到三亚的游客越来越多，对供水量的需求
不断增大，三亚主城区供水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为了保障节日期间

听证代表：水价改革引导民众自觉调整用水数量。

公司职安健工作接受年度审核
华军先生、陈燕婷女士到我司进行年度职安健审核。

供水安全，我司在节前召开专题会议，布置各项安全供水工作，公

今年审核方法分两部分进行：一、管理审核以会议现场

司领导到三厂进行安全生产检查，部署了防风防汛工作，要求在节

提问和核对资料的方式进行；二、技术审核以现场抽查和提

日期间特别关注源水水质，一旦水源池到金鸡岭水厂原水锰、氨氮、

问的方式进行。与会人员认真地回答审核人员提出的问题。

耗氧量、浊度升高，必须及时加大金鸡岭水厂高锰酸钾投加量及二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专家代表大多赞同方案二。代表们称，近十年来，由于净水原材料、电力、油料等价格和税费及人工成

氧化氯投加量，确保水质达标。

3 日，审核人员在郑心保副总工和陈德诚主任等陪下，
来到青田供水二期扩建工地和青田水厂进行检查，在青田水

本逐年不断攀升上涨，导致供水成本与日俱增，水价与成本背离现象日益突显，严重影响三亚供水事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通过

为了确保安全供水，公司在青田水厂安装次氯酸钠应急消毒投加

厂，审核人员认真察看了总经理巡视整改内容、二氧化氯系

价格杠杆及阶段式水价调节水资源的供求关系，建立有利于节约用水、合理配置水资源和高效用水的价格机制，可引导人们自觉

设备，启动加氯替代措施，积极与液氯经营单位和运输企业进行有

统、投药间、反应池、沉淀池、清水池、泵房和高低压配电

调整用水数量、用水结构和产业结构，提高全社会的节水意识，有效促进三亚市供水事业长足稳定发展。

效沟通，派专人跟踪水厂净水剂及消毒剂的购置；荔枝沟水厂台风

室。

有的专家认为，三亚作为旅游城市，用水波动量很大，企业应有合理的利润来保证其开展安全生产，保障供水安全等问题。
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观察员则大多支持方案一。来自市中级人民法院代表王娜表示支持水价改革备选方案一，她将三亚

期间泵房增加一台抽水泵，疏通排水沟，减少半岭水库至荔枝沟水

审核人员对我司一年来的职安健工作所取得的进步给予

厂原水量，防止水量过大排水不畅导致厂区积水；加大对原水管、

肯定，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现场讲解和分析，提出许多

原水暗涵、水厂设备设施和供电线路的巡查力度，确保安全生产；

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自来水阶梯水价备选方案与海口市的自来水价格改革方案进行对比，
同时结合自己在三亚居住 30 多年的生活经历及三亚缺水实际，

加强供水管网、阀门井、特别是竹络岭压力箱的巡查力度，随时作

最后，审核官员要求公司要加强文件、特种设备、管网

王娜呼吁全民节约用水，倡导真正落实“一户一表”改造，为全面推行阶梯水价创造条件。同时，王娜还建议职能部门要加大二

好应对突发性爆管抢修的准备。水质检测中心加强水质检测频率，

施工管理，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整改，并加强密闭空

每天增加抽样监测各水厂出厂水及管网水余氯，保证优质供水。

间培训，让职安健工作更上新台阶。(安委办 林 浪)

次供水收费监管力度，杜绝小区企业随意增加二次供水费用。此外，市政协委员白礼河也表示，水价改革能引导人们自觉调整用
水数量，但“不能涨太多”，尤其是教育等非盈利机构。

公司足球队荣获我市首届企事业单位“国庆杯”六人制足球赛冠军

政府部门代表均认为，三亚水价 10 年未作调整，水价调整势在必行，但希望物价部门综合考虑居民接受能力。
物价部门：对低收入困难家庭用水价格优惠。
市物价局有关负责人称，为体现社会公平，充分考虑低收入困难家庭的承受能力，减轻其负担，三亚将对本市持有《三亚市
城镇低收入困难家庭证》、《三亚市农村低收入困难家庭证》、《三亚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三亚市农村村民
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五保供养证》等任一证件的低收入困难家庭实行水价优惠：每人每月用水量在 7 立方米以下（含 7
立方米）的居民生活用水按现行价格 1.35 元/立方米计收，超出部分按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价格计收水费。
此外，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水价、合表居民用户和执行居民生活水价的非居民用户水价、非居民生活用水价格和特种用水
价格，按政府审批水价实施之日起执行。为确保阶梯水价的稳妥实施，在正式实施阶梯水价前设置 2 个月的实施缓冲期，阶梯水
价第二、第三级阶梯水价在新水价标准执行 2 个月后再正式实施。
市物价局新闻发言人陈金波表示，听证会后，他们将根据代表们的意见，将方案报相关政府部门批准后实行。（三亚日报）

本报讯 经过紧张激烈的一个多月的角逐，公司足球队于 2015 年 11 月 4 日获得由市中医院举办的首届“国
庆杯”企事业单位 6 人制足球赛冠军。
本次比赛共有八支企事业单位参与，分别是：市委组织部、
市中级法院、市国家安全局、市旅游委、市食品药品监督局、
市移动公司、市中医院和三亚中法供水公司。在首场负给市中医
院后，全体足球队员齐心努力、顽强拼搏，尤其在最后一场比赛
中，我们在先落后的情况下，顶住了压力，充分发扬不放弃、奋
力拼搏的精神，最终以 7：3 战胜市旅游委足球队夺冠！
一场普通的球赛，为我们赋予了太多的感动。我想，我们收
获的不仅仅是一场比赛的胜利，一次赛会的冠军，更有一种团结、
一种拼搏的精神。
本次比赛得到袁文革董事长等公司领导的大力支持和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