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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人员队伍和充足的专
业设备是防汛排涝工作最坚实的
后盾。

截至2020年6月底，管网公
司共有员工578人，按片区和流
域设立三家运维分公司，共设置
4个防汛排涝工作应急值班小
组，每组80—100人，可按照不同
预警层级启动值班和抢险工作。

同时，管网公司保有管养清
疏等车辆设备164台。其中，排
水 抢 险 车 18 台 ，排 水 量 在
500 立方米/小时至 5000 立方
米/小时之间，峰值流量达到
39300立方米/小时，另外还有两
台排涝车已完成采购正等待交
付，届时峰值排水量可达43000
立方米/小时。2020年计划继续
新增30-40台（套）装备，更好满
足珠海排水精细化养护和应急防

汛排涝需求。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

头豁得出来。只有能打硬仗的队
伍才能护佑城市的安全。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
如其来。中大五院作为珠海市唯
一的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污
水处理问题刻不容缓。为确保中
大五院污水全部接入市政污水管
网，管网公司一线管养工人“全副
武装”逐一溯源排查，哪怕听说新
冠病毒具有粪口传播的可能性，
他们也毫不犹豫，无一退缩。

“对于我们管养工人来说，平
时工作直接接触污水，脏臭是不
可避免的，但是为了安全，必须按
要求做好防护措施。”具有12年
经验的管养工人邹志伟说，疫情
防控期间，他们只能穿着厚厚的
防护服，戴上笨重的正压呼吸器，

缓慢地往封闭的管道里爬……
如“穿山甲”般在密不透气、

臭不可闻的地下管道里匍匐前
行，挥洒自己的汗水，疏通地下管
网……这正是一线管养工人的日
常。其实地下管道里的脏和臭，
对于一线管养工人来说都不是
事，更可怕的是井下情况复杂多
变、含氧量低、高空坠落风险大，
有些地方还充斥着一氧化碳、硫
化氢和可燃气体，必须训练有素、
团结协作。只有在保证自身安全
的前提下，才能保障城市排水设
施的正常运行。

为了锤炼队伍，管网公司定
期举行安全培训，反复强调有限
空间内作业的安全措施，不管是
老员工还是新员工，生命至上、安
全生产，是常态必修课。同时，大
量启用先进勘探设备，尽可能地

以技术手段提早研判、精确预判，
降低工人在井下的作业频率和难
度。

“别人在路上是看人、看车、
看风景，我们则是看井盖是不是
完好，看哪里有跑水、漏水，发现
问题立即进行排查、疏通。”说起
自己的工作，邹志伟满是云淡风
轻，摸着刚被井盖砸得黑肿的手
指，他说：“已经习惯了，这一行总
要有人做。每天泡在脏臭的污水
里，身上难免有气味，只要你们不
嫌我们浑身脏臭就好了。”

由于城市污水管线大多位于
道路正下方，为避免泥泞和臭气“扰
民”、尽可能减少对交通的影响，污
水管道养护工作大多会选择在深
夜进行，在城市苏醒之前完成。

正是在这样的循环养护中，
他们保障着城市的有序运行。

勤练内功 关键时刻显身手

采写：本报记者 郑振华
摄影：本报记者 吴长赋

8月以来，台风接连生成，给我市带来的降水
明显增多。台风“海高斯”于8月19日清晨正面登
陆珠海，其带来的狂风暴雨唤起了市民对台风“天
鸽”的记忆，但这一次，全市所有的易涝点在当天全
部疏通完毕，保障了市民的正常出行。这背后，离
不开一群“地下管网清道夫”的坚守与付出。

自2018年珠海市排水管网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后，全市排水设施交由珠海水控集团养护，水控集
团组建的珠海供排水管网有限公司（简称“管网公
司”）应运而生，承接起全市排水设施的养护运维工
作，担起“地下管网清道夫”的责任，推动了全市排
水设施的专业化、精细化、信息化管养水平提升。
他们勤练内功、未雨绸缪、闻“汛”而动，守护着城市
的“脉搏”。

“积水最深的时候大约有70
厘米，我们昨天中午就来这里了，
一直守到现在。”

8月19日10时，台风“海高
斯”正面登陆珠海4个小时后，管
网公司运维部班长王兴忠和3名
工友在中盛路进行最后的排涝工
作，路面积水已经基本消退。他
告诉记者，8月18日22时许，该
路段开始出现路面积水，至8月
19日凌晨4时许，随着雨势加大，
路面积水加深，他们发动应急抢
险排涝车紧急强排，4个人通宵
达旦，整夜未眠。

据管网公司运维部经理张琦
介绍，8月18日中午12时后，公
司就开始部署防风排涝工作，提
前清理水篦、打开泄洪闸门、提前
将雨水调蓄设施排空，对泵站等
排涝设备进行防风前运行及安全
检查，并对泵站内易损易碎处进

行防护加固，以应对狂风暴雨。
同时安排人员值守，近400名一
线员工连夜巡查值守，及时排
涝。直到8月19日清晨5时30
分，台风即将登陆，管网公司一线
员工才全部前往避难所避险。7
时左右，风势减弱，管网公司立即
组织人员投入紧张的排涝工作
中。

据不完全统计，台风“海高
斯”共造成金鸡路交金石路、湾
仔中盛路、屏工西路、高新山房
路、前山气库、北师大车通、格力
海岸公园、河坊路、创业北路、紫
园东路时代港、永新路、湖滨二
路（江南岸门口）等水浸点十余
处，管网公司共计出动抢险人员
386人，各类车辆105台，强排抢
险设备16台到达易涝点进行备
勤或强排。截至8月19日9时，
主城区各主要路段水浸点路面

积水基本排放完毕。
“这帮兄弟非常不容易。每

年4-10月是珠海的汛期，排水养
护工作经常24小时不停歇地连
轴转。”管网公司副总经理邹秋云
说，每当出现暴雨天气时，便是管
网公司调度室最忙碌的时候——
从接到上级部门预警，到通知一
线抢险人员、抢险设备到位，再到
跟踪各地区抢险情况并及时向行
政主管部门反馈信息，调度室的
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抢险人员片
刻不能休息，往往在灯火通明的
办公室里，一忙就是一整夜。

每年端午节前后，“龙舟水”
带来的城市内涝都是对珠海的严
峻考验。今年5月30日至6月8
日，短短不到10天时间，珠海共
发布3次暴雨红色预警。每次暴
雨预警发布后，管网公司都会在
每个水浸点增派工作人员，24小

时驻守严防，排涝、疏通，配合交
警指挥交通。

哪里有涝点，哪里就有逆流
而上的“小黄人”身影。无论脏水
淤泥，他们都奉行“雨情就是命
令”，始终坚守在防汛一线。据统
计，今年5月18日至6月8日“龙
舟水”暴雨期间，管网公司共派出
巡查抢险人员累计2207人次，出
动巡查值勤车辆累计737车次、出
动排水抢险车辆累计114车次。

“龙舟水”已经远去，台风季
尚未结束，防汛排涝保卫战仍在
继续。雨过天晴，那些奋斗在抢
险排涝一线的水控人，默默回归
日常，穿梭于城市地下“隐秘的角
落”，继续以“台下十年功”的执著
与认真，养护着“城市的良心”，坚
定守护着这座城市的“脉搏”，为
珠海筑起一道道防汛保排的坚固
防线。

闻“汛”而动 彻夜值守排涝快

“今年‘龙舟水’比往年更厉
害，但得益于管网公司在防涝排
涝方面的卓越成效，我们的出险
率大幅下降了。”6月30日，中国
人民保险公司珠海分公司副总经
理晏文将一面绣着“勇担新使命
排涝急先锋”的锦旗送到管网公
司表达谢意。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珠海市分公司的汛期保险出
险率也实现了大幅下降，理赔费
用明显减少。据该公司统计，与
去年同期的水浸车辆理赔数据相
比：今年水浸车306台出险（去年
1133台），同比下降了73%。

自2018年全市排水体制机
制改革以来，管网公司承担了市
政排水设施日常运行、巡查养护、
防汛抢险、排水许可审查、排水信
息化建设等职责。由于防汛抢险
救灾工作卓有成效，保障了珠海
平稳度汛，减少了市民汛期的财
产损失，保险公司也因此成为受
益方。

“平稳度汛的背后，是管网公
司不断提升排水设施专业化、精
细化、信息化高标准管养水平的
结果，是管网公司在提高我市治
污和防涝排涝能力、协助各区整
治和削减水浸黑点的工作中取得
阶段性成效的体现。”

邹秋云说，在汛期来临前，作
为一线主要防汛单位，管网公司
已经做好了各项防汛备汛工作。

汛期来临前，管网公司全面
清理雨水系统，尤其是对重点水
浸区域的排洪渠、雨水管网、排
水口、雨水井、雨水篦子等防汛
设施的垃圾、杂物及淤泥进行清
理，确保排水畅通。同时，全面
排查水浸黑点、低洼易涝区、地
下空间等安全隐患；制定详细的
防汛应急预案，确保防风防汛工
作有序开展，减少特殊天气对市
民的影响。

据统计，管网公司上半年累
计巡查管网59918.63公里、打捞
清理淤泥4607.75立方米，处理

热线工单案件3747单（处理及时
率97.55%），完成排水管网抢险项
目65单、泵站维修737单（维修
及时率达98.5%），维修更换雨污
水井盖（井座）1023套、雨水篦子
1222个，安装井盖防坠网7142
个，排水设施安全运行系数逐步
提升，各区排水设施管养考核成
绩优良。

水浸黑点排查，功夫在平
日。自2019年以来，管网公司通
过全面摸查和清理重点水浸路
段雨水井、雨水篦子、排水沟等
设施，综合管养、清淤修复和工
程等措施，大大削减了香洲区原
有的水浸黑点，削减率达56%；
保障保税区4处水浸黑点强降雨
下未发生积涝；修复斗门西堤
路、尖峰前路等4处顽固水浸黑
点；解决横琴口岸、金湾机场东
路高尔夫球场段和高栏下金龙
路口等因管网缺失、病害、堵塞
造成的长期积涝问题。对其他
需要系统整治的顽固水浸黑点，

已在摸排基础上向主管部门提
交整治方案。

“城市地下排水管网每天都
在高负荷运行着，任何一根小管
道出现的小问题，都会牵一发而
动全身。”邹秋云告诉记者，随着
城市的发展，建设施工经常给地
下排水管道造成损害，加剧了暴
雨后的内涝水浸，“遇上大暴雨，
珠海一天的降水量可能比北方某
些城市一年的降水量多，城市排
水管网必然会超负荷，吞吐不
及。”

政企联动，综合施策。按照
《珠海市内涝整治方案》要求，管
网公司持续提升排水设施运维
养护水平，确保排涝设施安全高
效运行，配合政府职能部门完善
防汛排涝应急预案和应急处置
机制，健全水浸点的“一点一策”
应急预案，防汛排涝抢险能力提
升，厂网联动和排水许可管理迈
上新台阶，政企联动成效明显，
暴雨水浸现象逐步得到缓解。

未雨绸缪 居安思危谋长远

闻“汛”而动 守护城市“脉搏”
水控集团管网公司防汛抢险排涝卓有成效

哪里有涝点，哪里就逆流而上“小黄人”的身影。

暴雨来袭时，水控集团管网公司运维人员坚守一线，及时抢排路面
积水。

每次暴雨预警发布后，管网公司在每个水浸点都增派工作人员。

管网公司工作人员24小时驻守严防，排涝、疏通。

管网公司全力做好各项防汛备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