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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高温，酷热难当，全市
水、电、气供应进入高峰状态。
本报记者走访获悉，供水、供电、
供气等相关部门正多措并举，确
保酷暑期间全市水电气正常供
应，全力保障城乡居民需求。

水：93.091万吨！
供水量创历史新高

常州通用自来水有限公司
提供的数据显示，7 月至今，通用
水司平均日供水量达 86 万吨，
常水热线日均接线量 735 个，管
道阀门消火栓等各类抢维修量
日均 125 次，日巡检自来水管网
750 公里。特别是 8 月 9 日，全
市供水量更高达 93.091 万吨，较
去年同期增加 7.4%，创历史新
高。

通用水司生产运行部经理
王常山介绍，目前公司日供水能
力为 106 万吨。今年 6 月，他们
对所有供水设备进行了全面检
修和养护，保障城市供水水量
足、水质优、水压稳。

每年夏季都是水厂检修班
组最忙季，保养、维护、抢修等工
作是他们的“重头戏”。魏村水
厂厂长张文娜告诉记者，水厂巡
检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既要检
查每台设备运行工况，且需严密
监测原水水质变化。“因夏季原
水浊度升高，必须加强絮凝沉
淀、过滤、深度处理、消毒等各生
产工艺质量控制点的管控，通过
在线监测和人工检测‘双保险’，
多措并举应对高温下的高峰供
水。”张文娜说。

管网抢修也是 24 小时随时
待命。8 月 14 日早上 5 点 04 分，
调度中心发现横山桥增压站出
水压力突降，抢修人员第一时间
赶赴现场确定漏点，发现戚墅堰
横山桥戚月线600管渗漏。为不
影响横山桥、芙蓉等片区供水，
抢修人员经受着周末与高温的

双重“烤验”，在抢修环境极其恶
劣的情况下，于当日中午12点高
质量完成了抢修任务。

对于夏季可能出现的极端
天气或突发情况，通用水司已提
前做好防范，除开展突发停电演
习、应急操作外，还配备了300人
的抢修队伍和 40 余辆抢修车随
时在岗待命，并调配人员加强应
急值守和采取错峰施工，最大限
度保障城乡居民生活和企业生
产用水。同时，88130008 常水
热线24小时在线接听，为全市用
户提供报修、咨询等贴心服务，
高效响应市民需求。

电：1054.2万千瓦！
全力以赴保障高峰供电

记者从国网常州供电公司
获悉，因持续高温天气，8 月 5 日
上午，我市调度用电负荷达到
1054.2 万千瓦，刷新历史新高，
同比去年最高增长4.38%。

当前，我市电力迎峰度夏进
入关键期，常州供电正多措并举
全力保障高峰供电——

负荷精准高效调节。常州
供电与政府、企业、社会各方通
力协作，推动源、网、荷、储各环
节高效联动，深化新型电力负荷
管理系统应用，在实现负荷精准
高效调节的同时，落实重要客户
和保电重点单位“一户一策”方
案，牢牢守住民生用电底线和电
网安全生命线。

密切监控平稳运行。常州
供电密切关注、及时做好负荷预
测和供需平衡分析，科学安排电
网运行方式，加强重要设备、输
电通道等运维保障，深化应用可
视化、无人机巡线等技术，全面
整治线路重过载、配变容量不足
等问题，提高设备的运行可靠
性，确保电力资源输得进、落得
下、用得好。

应急响应安然度夏。常州
供电强化应急值班机制，梳理完
善各项应急预案，配强配足应急
物资、装备、队伍，组织开展实战
演练的同时，强化专业横向协
同、省市区纵向联动，做到重大
事项报告及时准确、要素齐全。

据悉，今年常州供电按期完成了
25 项主网工程，重点实施 110 千
伏曹山变电站等新、扩建工程，
顺利实施 285 项配农网工程，有
效提升了电网供电能力；持续推
进电网设备安全隐患大排查大
整治，现已排查和治理设备隐患
52 条，完成线路碳纤维导线补强
等反事故措施 182 项，累计开展
各类带电检测 5100 余次、专业
设备巡视 9700 余次等，持续改
善夏季电网设备健康运行。

此外，常州供电正利用今年
5 月上线的覆盖武进城区全部约
25 万低压用户的低压末端电网
运行状态主动感知平台的停、复
电主动感知功能，逐步试点推行
由“被动抢修”到“主动抢修”转
变，为保障高温天气下居民可靠
用电再添助力。

气：150万立方米！
百日攻坚

保障80万客户安全用气

常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每
日统计数据显示，近期常州市区
天然气日供气量约 150 万立方
米，日接入客户来电900余个，上
门安检维修安装 1800 多户，入
户抄表 1.3 万多户，燃气管网日
巡检 900 余公里。目前，常州港
华正在开展“百日攻坚”行动，全
力保障近80万客户的安全用气。

燃气安全运行是常州港华
的工作重心，从措施推进到技术
管控，他们持续进行拓展与更新
管网设施。大力实施老旧小区
燃气改造工程，今年计划完成 66
个老旧小区的燃气改造，涉及 3
万余户居民，从源头保障居民的
用气安全；通过建立管线保护联
防联控平台，发布和了解工程施
工信息，并利用先进技术对各类
风险进行24小时管控，采用分布
式光纤系统对高压管周边施工
进行监控预警等手段，强化天然
气管网保护，确保城市天然气管
网安全运行。

据悉，自 7 月 21 日我市开展
燃气安全“百日攻坚“行动至今，
市区所有使用管道天然气的餐
饮商户店堂内，全部安装了燃气
泄漏报警装置，实现了泄漏报警
全覆盖。对南大街商业步行街
等重点区域，常州港华从智能、
信息、技术、材料、规范等全方位
着手，消除燃气安全隐患，确保
公共场所燃气设施管控到位。
针对民用客户，常州港华今年已
完成一级隐患整改近 1.5 万户、
无熄火保护装置灶具整改超过
1500 台，更换灶前软管近 7000
根，更换烟道式热水器近200台，
有力保障居民用户的燃气安全。

目前，常州港华采取网格化
管理模式，提高入户安检成功
率。公司 24 小时热线 96077，随

时为用户解疑释惑；抢修队伍随
时待命，确保应急情况及时响应
迅速处理。

蔬菜：5500吨！
持续高温

未影响“菜篮子”供应

15 日 上 午 ，气 温 已 逼 近
38℃，凌家塘批发市场的商贩们
顶着烈日来回小跑，将一箱箱新
鲜蔬果码上摊位。

夏日炎炎，持续的高温并未
影响我市的“菜篮子”供应。记
者获悉，目前我市凌家塘批发市
场日均交易量超 1 万吨，其中蔬
菜销量超过 50%，8 月 15 日达到
5500吨，果品2000吨，蔬果供应
充足稳定。

凌家塘市场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日气温居高不下，蔬菜储
存难度增加，市场在积极做好蔬
菜保供的同时，部分蔬菜维持低
价出售。这样一来，尽管高温推
高了蔬菜生产、运输、储存的各
项成本，蔬菜批发均价仅出现小
幅波动。近日的价格监测数据
显示，凌家塘市场蔬菜批发均价
为每公斤 5 元，仅为农贸市场蔬
菜零售均价的一半。与此同时，
其他各类“餐桌”商品也货足价
稳，水产品、粮油、副食品、荤食
品、冷库、加工区产品日销量合
计超过4100吨。

水电气菜，生活日常，供保无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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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港华为居民小区提供日常巡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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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营户正在整理即将
上市的河南青茄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