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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文化副刊 ◆

公司召开 2015 年度职工代表大会
本报讯 2015 年 12 月 30 日，公司隆重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来自各部门 56 名职工代表参加了会议。尹海雄副主席作了 2015
年工会工作报告及 2016 年工作计划。
工会主席周廷栋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 2015 年，在市总工会的直接领导和公司党、政的大力支持下，公司工会认真贯
彻市总工会六届二次全会精神，依法履行工会职能，维护员工合法权益，协调劳资关系，为员工解决实际困难，组织员工开展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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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及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企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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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的思想动态，对于员工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和诉求，认真分析研究，及时整理，以报告的形式向公司经营班子反映，公司经营班
子非常重视，积极回应，使员工的诉求基本得到合理的解决。
企业文化建设是体现企业形象特点，增强凝聚力，提高竞争力的必须手段。一年来，工会主要抓好四项工作：一是在“安全月”，
组织开展以“加强安全法制，保证安全生产”为主题的安全供水综合知识和专业技能竞赛，参加人数达 250 人次；二是扎实开展“创
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落实职工教育和培训经费，协助有关部门组织业务技能、法制道德、安全管理等等多种培
训和教育活动 18 次，参加人数达 396 人次；三是组织春节游园和“五一”体育比赛活动，参加人数达 426 人次，四是深入开展“安
康杯”竞赛活动，做好劳动保护、劳动安全管理工作，做到安全生产无事故。通过以上的活动来引导员工遵章守法，爱岗敬业，为
公司创造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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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调解委员会，指导和帮助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依法妥善处理劳动争议，提供法律援助。通过走访、谈心等多种方式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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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参加劳动技能竞赛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促进了公司生产经营及各项工作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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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保障 2016 年博鳌论坛年会期间安全供水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于 3 月 22-25 日召开，公司高度重视，充分发挥团队协同作战能力，全力以赴，圆满地完成安全供水
保障任务。
公司多次召开专题工作会议，认真组织部署，层层落实各项工作。3 月 8-10 日进行了爆管应急演练、氯气泄漏、密闭空
间、水质污染、配电电源供电应急演练；加强原水管巡护，拆除原水渡槽偷水管，阻止原水管附近区域施工；合理调度全市

工会建立健全困难职工档案，认真开展困难职工帮扶活动。对公司内部员工发生重大疾病所遇到的特殊困难，给予特殊救助。
不断完善员工困难基金管理办法，设立专门账户、实行专款专用，严格审批制度，每年公布一次，接受员工监督。
周主席强调，我们虽然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广大员工的期待还有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在提高职工的整体素
质，更好地引导和发挥大家的参政议事能力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区域供水量及水压，密切关注龙湾供水区域水量与供水服务压力情况，确保安全供水。
成立临时应急管网抢修小组，做好供水管线、消防栓的巡查。20-25 日安排人员对竹络岭供水岭压力箱 24 小时值守；密
切关注水质变化动态，对水厂及各现场水质检测仪器进行检查落实，特别是亚龙湾供水区域增加水质检测次数，对全市的管

2016 年，工会坚持以人为本，协调好劳动关系，维护好员工的合法权益，办好员工的集体福利事业，为员工排忧解难，开展形

网监测点采取水样检测，确保优质供水。

式多样的劳动竞赛和文娱活动，积极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公司生产经营稳步发展，努力把工
加强各水厂门岗管理，三厂严格执行门岗出入登记管理制度，会议期间严禁外来人员进入水厂生产区，派增人员到青田、

会建设成员工信赖的职工之家。（行政部 林作亮）

公司工会走访慰问困难员工

公司举行游园活动

本报讯 冬日的三亚，暖意浓浓。2016 年 1 月 29 日下

本报讯 2016 年 2 月 19 日下午，阳光灿烂，暖意融融。公司在

午，公司工会周廷栋主席等一行 3 人前往荔厂及金厂员工

金鸡岭水厂篮球场举行元宵游园活动。公司广大员工及其家属等 100

住宅区对困难员工进行探望，送上了慰问品和慰问金，并

多人参与了此次活动。张宇澄总经理、周廷栋工会主席到现场观看。

祝愿他们身体健康，度过一个祥和愉快的新春佳节。
“您身体还好吗？家里生活情况怎么样？”慰问中，

本次游园项目主要有套鸭子、套红酒、套香烟等项目，奖品各

金鸡岭水厂安保值班。在金鸡岭水厂、荔枝沟水厂围墙薄弱环节安装铁丝网，改造三厂高清晰摄像头，做好水厂及周边的安
全防范工作，确保水厂安全
走访亚龙湾接待酒店，市民游客中心，了解用水情况，应急送水车装满水在青田水厂和荔枝沟水厂 24 小时待命，随时做
好应急送水的准备，保障 2016 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顺利召开。（行政部 林作亮）

三亚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水价

40 件，趣味性好，参与员工热情高涨。套到鸭脖子的现场领取鸭子，

周主席与困难员工促膝谈心，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生活

套到饮料瓶子领取红酒、掷到饮料瓶子领取香烟和拎包，看似简单实

等情况，广泛征求他们对公司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希望他

际上难度极大，但参与者依然玩在其中，乐在其中，套到奖品的兴高

们保重身体，努力工作，为公司发展献计献策。鼓励他们

采烈，现场氛围热闹非凡，欢笑声、鸭子的叫唤声和加油声此起彼伏，

坚定生活的信心，勇敢面对困难，为三亚城市供水事业而

其乐融融，处处洋溢着和谐团结的良好氛围，让广大员工提前度过一

不懈努力。（ 行政部 林作亮）

个欢乐、祥和的元宵佳节。（行政部 闫云云霞）

本报讯(记者 张雪锋) 2016 年 2 月 3 日，六届市政府第 59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三亚市供水价格改革及水价调整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方案》内容包括，实施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计量水价，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水价分为三级。
阶梯水价按每户 4 人为基本户计量单位，第一阶梯水量基数为每户每月用水量 28 立方米及以下的部分；第二阶梯水量
基数为每户每月用水量 28 立方米以上至 36 立方米之间的部分；第三阶梯水量基数为每户每月用水量 36 立方米以上的部分。
调整后，居民生活用水基本价格从现行的 1.35 元/立方米调整为 1.65 元/立方米，第二阶梯价格为 2.48 元/立方米，第三阶
梯价格为 4.95 元/立方米。
《方案》将原来的居民生活用水、市政绿化用水、行政事业和工业用水、经营服务业用水、特种用水五类，简化为居民
生活用水、非居民生活用水和特种用水费三类。非居民生活用水价格从现行的 3.10 元/立方米调整为 3.20 元/立方米；特种
用水从现行的 3.70 元/立方米调整为 6.10 元/立方米。
《方案》明确，对暂未实现“抄表到户”条件的合表居民生活用水户和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水价标准
按第一阶梯价格每立方米加 0.02 元计收水。对低收入困难家庭实行水价优惠，每人每月用水量在 7 立方米及以下的居民生
活用水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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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自 2015 年 12 月 31 日起，三亚开始实施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三亚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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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举行爆管应急抢修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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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世界水日”

全力保障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安全供水服务

高校学生参观水厂

本报讯（记者 胡茂君）3 月 16 日下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第 24 个“世界水日”，海

2016 年 3 月 8 日上午，一场供水管网爆管的应急抢修演练在亚龙湾龙溪路边

南热带海洋学院大三的 31 名学生来到三亚中法供水公司荔枝沟水厂参观，学习了解自来

进行，从接到爆管反映热线，组织人员抵达现场抢修，再为湾区酒店应急送水等环

水的生产流程与工艺。

节，工作人员一一实地演练，全力保障博鳌亚洲论坛期间的安全供水服务工作。

活动当天，荔枝沟水厂的黎厂长带领同学们进入厂区的原水池、反应池、沉淀池、过

当天是以博鳌亚洲论坛期间，亚龙湾区域供水管网出现爆管事故，亚龙湾喜来

滤池进行参观，并详细为同学们解答原水从何处来，又如何从原水加工合格后输送到居民

登酒店供水出现中断为背景组织的抢修演练。三亚亚龙湾喜来登酒店工程部主管向

家中，通过哪些环节降低原水的杂质、重金属、微生物等知识。在现场，同学们一边耐心

中法供水公司调度中心发出紧急报告，发现亚龙湾区域通往酒店的输水管道出现爆

听着黎厂长的介绍，一边时不时提出问题，在交流中加深对自来水加工工艺的了解。

管事故，酒店供水出现困难。在接到指令后，中法供水抢修队在 30 分钟内抵达现

“通过这次参观水厂，让我们把书本上学的知识和现实生产生活结合，牢固学过的知

场，按照规定流程开展抢修工作，关闭管道阀门，查找爆漏点，拉起警戒线，围起

识。同时也感受到水的来之不易，以后在日常生活中会更加注意珍惜水资源。”李同学说

施工标志，有序完成抢修，恢复供水。

道。
据悉，今年“世界水日”的宣传主题是“水与就业”，水利部确定我国纪念 2016 年

与此同时，为保障酒店的正常供水，三亚中法供水派出 1 辆送水车，送往亚龙

“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活动的宣传主题是“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推进最严格水资源

湾喜来登酒店，通过输水设备将水车上的自来水送入酒店蓄水池，以缓解在管网抢

管理”。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李老师介绍道，学校连续多年组织学生参观水厂，让同学们

修期间，酒店的供水需求。

实地学习，增强专业知识及对水资源的了解和保护意识。（三亚日报）

抢修工作完成后，水质检测中心工作人员对亚龙湾地区管网水质进行检测，在
检测数据合格后恢复对亚龙湾喜来登酒店的供水，并现场反馈给相关负责人，由总

阶梯水价实施后，你家水费怎么算?

负责人宣布解除应急状态。（行政部 林作亮）

本报记者 （乔亚楠） 自 2015 年 12 月 31 日起，三亚实施居

青田水厂二期预计 7 月试运行

用户私自安装水表
稽查人员逮个正着

本报讯（记者 乔亚楠）2016 年 3 月 9 日，记者从三亚中法
供水公司了解到，青田水厂二期工程厂区部分已经进入机电设备

本报讯（记者 乔亚楠）2016 年 3 月 23 日上午，中法供

安装阶段，预计在今年 7 月投入试运行。届时，将对原有的青田

水用水稽查科工作人员在河东路某酒店内发现一起违规用水

水厂一期厂区进行升级改造，提升自动化水平，保障供水安全性

行为，用户私自在正常的水表前安装了一个水表，并架设了

与稳定性。

新的用水管网，且没有向有关部门审批。

据青田水厂二期项目工作人员介绍，青田水厂二期工程于

记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在该酒店后院看到，在正常

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居民生活用水基本水价每立方米 1.65 元，

为三级，对于用水户人口超 4 人以上的，每增加一人，各级水量

并分为三级收费管理。新水价对于居民的日常生活有哪些影响，

基数每月相应增加 7 立方米。

新一年中市民又该如何缴纳水费？记者采访市物价局相关负责
人，详细解读三亚阶梯水价方案。
涨价原因：供水成本持续上涨；需引导市民科学用水
据介绍，三亚原来的水价是在 2003 年 3 月 1 日施行的。近
13 年来，电费、净水原材料、人工成本等价格持续上涨，再加

2013 年年底启动建设，计划投资 2.3 个亿，目前主体土建已完成，

的水表前段，有一条 50mm 口径的塑料管通向其他地方，一旁

上国家开征水资源费及水资源费标准上调，导致水库原水供水价

水厂的设备已陆续进场安装，并进行相关调试。记者在现场看到，

的加压泵还正“嗡嗡”地运行，管网前段有着一个新水表，

格上调，拉大自来水供水成本增加。经核审，三亚自来水供水定

V 型滤池等构筑物已经开始进行外立面的粉刷工作，在水厂二期

上面的读数显示是 140 吨，还在不断地“走表”中，而紧挨

价成本为 1.96 元/立方米，明显高于原来的居民生活用水 1.35

建设中还专门配套了柴油发电机组，其装机容量可以满足青田水

着的正规水表的“走表”却十分的缓慢。据用水稽查科工作

元/立方米。

厂一、二期运行需求，以应对突发情况下的电路故障，保证供水

人员介绍，当天上午 9 点半左右，他们前往该区域进行日常

安全。

巡查，发现了这一违规用水现象。

在青田水厂二期满足试运行条件后，中法供水公司计划对原

“我们公司是要求一表一户的，用户不能私自加装水表，

有的青田水厂一期部分进行升级改造，通过提升水厂工艺、自动

而且该用户未进行相关报批手续，这是擅自在表前安装水表，

化控制设备等，提升水厂供水的稳定性与安全性，满足城市供水

这条管网所使用的水量就不会被计入在我们安装的水表中，

需求。

存在偷水以及改变用水性质等问题。” 用水稽查科人员介绍

另据了解，在青田水厂二期建设中，从青田水厂至田独转盘
处，配套建设一条长达 11 公里的清水管网，与之前铺设的管网
连通后，将可有效提升大东海区域的供水压力。但受到海榆东线
改造工程的影响，尚未达到管网施工条件，且原水管网建设也存
在一定的困难，对青田水厂二期投产存在一定的影响，中法供水

而且，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用水需求正在不断增加，原有
的水厂生产能力及管网配套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供水工程建设
迫在眉睫。为保证供水企业的可持续经营，也必须通过适当的水
价改革，通过经济杠杆提高供水企业的经营能力，保持供水企业
的健康发展。
根据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省水务厅

说。
据了解，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相关的供水条例，公司正

等部门关于水资源价格改革的有关文件，明确要求必须理顺水价

与该用户进行协商，要求按照管网口径，测算流量后补交水

结构，完善水价形成机制，简化水价分类，推行居民生活用水阶

费，拆除私设水表及管网，并作出相关承诺。

梯式水价，并在 2015 年底前全面实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制

三亚中法供公司提醒广大用户，要依法用水，不要随意

方面目前正在积极协调，将尽快开展管网的建设工作，以提升水

加装水表，或采取其他方式偷水、漏水，巡查队员一旦发现，

厂实际运行能力。（三亚日报）

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严厉查处。（三亚日报）

度。

珍惜水资源

其中，第一级水量基数为每户每月用水量 28 立方米及以下
的部分，按基本水价 1.65 元/立方米计收水费；第二级水量基数
为每户每月用水量 28 立方米以上至 36 立方米的部分，按基本水
价的 1.5 倍（2.48 元/立方米）计收水费；第三级水量基数为每
户每月用水量 36 立方米以上的部分，按基本水价的 3 倍（4.95
元/立方米）计收水费。在抄表周期内居民生活用水量超过 28 立
方米但未达到 29 立方米时，按 28 立方米计算，28 立方米至 29
立方米之间的小数位水量则计入下一抄表周期。
市物价局工作人员生动地为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某 5 口家庭
某月份直抄表用水量 46 立方米，
那么第一阶梯水量为 35 立方米，
第二阶梯水量为 8 立方米，第三阶梯水量为 3 立方米，居民生活
用水第一阶梯水价 1.65 元/立方米，该家庭该月份应缴纳水费＝
1.65×35＋2.48×8＋4.95×3＝92.44 元。
据了解，目前三亚执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的为“一户一
表”用户，是指由供水企业实施抄表收费管理到户的城市居民生
活用水终端用户。而对于居住出租且实行总表计量的两个家庭及
以上合租用户，一“户”内两个家庭及以上合住的居民用户，按
照“合表”用户（暂未实现“一户一表、抄表到户”条件的城镇
居民用户，执行每立方米 1.67 元的水价标准）收取水费。除此
之外，一“户”内常住人口达 8 人及以上的，也可向供水企业申

因此，三亚依据法定程序开展供水成本监审，于去年 11 月
组织召开价格听证会，广泛征求意见，形成《三亚市供水价格改
革和水价调整方案》，并经市政府研究同意。

依法用水

水价，是按照用水人口为 4 人及以下用户每月每户的用水量划分

请执行合表居民用户水价。
在此次阶梯水价改革中，三亚还简化用水分类，全面实行工
业、商业、服务业、流通业、行政事业等行业用水同价，自来水

收取方法：三级阶梯计量收费；最高按基本水价 3 倍收取

水价分类由原来的的居民生活用水、市政绿化用水、行政事业和

阶梯水费实际上是阶梯式计量水价，就是将水价分为不同的

工业用水、经营服务业用水、特种用水 5 类，简化为居民生活用

阶梯，在不同的定额范围内，执行不同的价格。我市执行的阶梯

水、非居民生活用水和特种用水 3 类。（三亚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