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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织“防控网”守护“生命线”按下“快进键”

履行水务担当 做好城市“水管家”

病毒可以隔离，
但不会隔离爱，
更不会隔离责任。
疫情防控期间，为做好城市“水管家”，区环境（水务）控股集团始终紧绷安全生产之弦，始终坚守岗位，实行 24 小时值班值守，科学安排生产调
度，强化水质监测，严控出入管理，落实防冻保暖，确保生产运行安全平稳有序，供排水服务优质高效，一手抓民生用水安全，一手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勠力同心，
共克时艰，
用专业和高效诠释非常时期下的水务担当。
本版组稿 吕波 蒋方诚

多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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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小家为大家 密织疫情
“防控网”

按照省、市、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精神，集团第一时
间成立疫情防控小组，结合供排水工作
的实际情况，严密部署，建立健全各部
门疫情防控工作机制，从供排水工作保
障、人员出入管理、人员信息排查、办公
区域消毒防疫等方面明确责任，层层落
实，举措到位，形成疫情防控期间常态
化的工作体制机制。
落实集团范围内所有水厂、污水厂
及供排水泵站、办公区域的全封闭式管
理。全方位管控出入人员，做好规范检
查，进入人员需规范佩戴口罩，出示身
份证、
“杭州健康码”，进行体温测量，确
认健康状况并进行信息登记。
做好防疫宣传和人员信息排查工
作。在宣传引导、呼吁广大干部职工减
少外出做好防范工作的同时，对在编人
员 1015 人 、外 包 及 业 务 单 位 人 员 约
1500 人的动态进行跟踪、统计，建立一

人一档，及时准确掌握相关信息，完成
所有在编职工 1000 余人的健康码注册
指导、统计、申报工作，与外包及业务单
位沟通协调，全面落实第三方人员的健
康码注册与管理。
加强配套防疫物资后勤保障。通
过向区防指申请和自行采购两种渠道，
共计采购防疫及相关物资，并及时下发
到各岗位，确保员工在供排水保障和服
务时的安全。
联防联控，助力村社疫情防控行
动。集团克服外地职工滞留多、被居家
隔离多、安保压力大等困难，干部职工
不仅坚守供排水工作岗位，同时积极主
动参与村社疫情防控工作，共参与区内
130 个卡口的各项疫情防控行动，超过
400 人次参与志愿服务。集团积极动员
干部职工捐款捐物助力疫情防控行动，
共有 900 余名在职员工主动捐款支持疫
情防控工作，款项合计超过 20 万。

重点工程桥管焊接现场

多点发力

96390 水务热线 24 小时为群众服务

做好水质检测工作

多措并举

为接受医学观察人员采购生活物资

从源头到龙头 守护城市
“生命线”

战“疫”打响后，集团党委快速响
应，紧急部署，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坚守供排水一线，践行水务人的使
命和担当，全面保障城市供水安全，守
护城市
“生命线”
。
全天候做好供水水源地巡查和卫
生防护工作，加密对原水水质的监测力
度，尤其是山区饮用水的水质监测，加
密原水、半成品水、成品水、管网水质监
测力度，及时掌握水质变化动态，确保
供水水质优质安全。
每日盘点生产药剂消耗及库存量，
并结合实际生产情况，提前联系厂家采
购；及时关注交通管控信息，积极收集
整理药剂运输车辆信息，协助药剂供货
厂家办理车辆通行证，确保各类药剂存
储量满足生产运行需求。
全面做好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防
疫工作，加大机电设备巡查力度，重点
检查供电系统、加药系统、除臭系统等
关键环节，
确保生产运行平稳有序。
加强供排水管道、设施重点部位巡
查巡检。疫情期间，积极组织不间断巡
查小区高层二供和山区饮用水设施设

备。特别是寒潮来袭前，启动防冻保暖
应急预案，落实巡查二供及山区供水泵
房百余座，在疫情封闭式管理的情况
下，安排在编技术人员进行巡查，累计
370 余人次，确保各项防冻保暖措施落
实到位、设施设备运行正常。
落实供排水服务保障工作。按照
疫情防控期间供排水保障人员应急配
备预案，落实人员值守，启动管网及附
属设施应急响应，组建 20 支抢修管道口
径 DN800 以下破损能力的管道应急小
组，30 支更换水表、维修阀门等能力的
附属设施应急小组，全天候待命，及时
为广大用户和镇街开展防疫工作提供
优质高效服务，期间落实应急抢修 40 余
次，为宅家用户保障供水，同时配合镇
街完成建设防疫临时隔离点的供排水
服务保障工作。如勾庄工业园区的鸿
亿电子物流员工之家为良渚街道外地
返杭务工人员的临时医学观察点，集团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对员工之家每个房
间的供排水设施和外围排水系统进行
全面排查，一旦发现存在管道破损、污
水封堵出口情况，立即安排抢修，全力
保障疫情期间供排水安全。

助复工促复产 按下发展
“快进键”

疫情是暂时的，发展是永恒的。为
保障全区用户健康安全，助力企业有序
复工复产，在我区精密智控取得阶段性
成果的基础上，集团做好自身建设项目
全面复工的同时，又积极做好企业复工
复产服务保障工作，通过“零跑跑”
“零手
续”
“零接触”
模式，确保疫情期间水务服
务再升级。

化“最多跑一次”改革，践行“三服务”活
动要求，推出“零跑跑”
服务：
余杭居民和
企事业单位用户在办理供排水业务时，
只需通过网络在线办理或水务 24 小时
客服热线 96390 预约办理，水务工作人
员将主动上门服务，
实现用户
“跑零次”。

足不出户，水务用户“零跑跑”

特事特办，在“零跑跑”的基础上，实
行“零手续”作业服务，目前共为余杭高
速出口等多处卡点、临时观察点提供接
水、污水排放等服务。企业用户只需预
约办理，将立即安排管道接水作业，用户
可以暂缓提供业务申请资料，完成后签
订相关协议、缴纳相关费用即可。

“嘉丰万悦城北区草坪内有自来水
流出，一个电话，工作人员半个小时就赶
到了。”
亲身感受到“零跑跑”
模式带来的
优质高效，盛全物业股份有限公司许经
理很有感触。疫情期间，该物业公司人
员力量薄弱，但小区内居民的生活用水
却耽误不得，尽管此处供水管道在小区
内部，存在图纸不全、管埋较深等困难，
余杭水务的维修人员还是凭着多年管网
维修经验，利用逐段开挖再加上凌晨测
漏的方式，顺利找到漏点位置。随后做
好个人防护，不惧严寒，下到 3 米深的地
沟中排查分析，探明漏点原因，及时出具
抢修方案，经 3 个小时的不懈努力对漏
点进行了开挖维修，并对 DN65 钢塑管
进行了维修，最终恢复了正常供水，赢得
了物业和用户的一致好评。
早在去年 7 月，余杭水务就积极深

特事特办，业务申请“零手续”

规避风险，外出服务“零接触”
为减少疫情期间用户外出办理业务
风险，水务网格员将以村、社区为单位进
行上门服务，服务人员每次外出前和回
来后进行体温测量，服务过程中实行“零
接触”，向用户主动出示“杭州健康码”，
规范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实现“一
次受理、上门办结”。集团还为企事业单
位用户提供水费增值税专用发票免费寄
送服务，客户可通过 96390 热线预约发
票寄递服务，无需出门便能收取发票；普

水务“零跑跑”上门服务

通水费发票通过网上营业厅电子发票在
线打印即可。

有序推进，项目建设全面复工
在做好供排水保障工作、疫情防控
工作，有序推进余杭污水处理厂四期项
目、良渚污水处理厂四期项目、径山污水
厂、径山污水厂尾排工程、大陆加压泵站
建设工程、文一西路管线迁改工程、东西
快速路管线移位工程、西部山区五镇农
村饮用水保障工程等重点项目和民生实
事工程全面复工的同时，通过“三服务”
活动，为区内各大建设项目复工复产做
好供排水保障服务工作。集团相关负责
人走访之江实验室、炬华科技有限公司、
高铁西站枢纽等项目部，就复工项目供
排水事宜进行对接。
据统计，1 月 24 至 3 月 25 日，全区共
处理热线电话 9268 个，接受热线“零跑
跑”申请 439 件，其中居民用户 324 件，企
业用户 125 件，网厅业务共受理 387 件，
用户满意率达 99.71%，以“零跑跑”
“零
手续”
“ 零接触”的服务模式为 150 余家
企业提供涉水服务。同时，按照全区统
一部署，从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
临时降低企业用水价格，帮助企业渡过
难关。

径山污水厂施工现场

哪来岁月静好，唯有风雨同行。2020 年是我国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余杭加
快“三个全域”建设、打好“五场硬仗”的关键一年，区环境（水务）控股集团将团结全体干部职工，迎难而上，夺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双胜利”
，
为余杭打造杭州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桥头堡，
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快发展贡献水务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