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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水啦！余杭这些地方能喝上千岛湖水了
水务部门就群众关心的问题答记者问

昨天上午 10 时起，不少余杭人拧开
水龙头，哗啦啦流出的就是“有点甜”的
千岛湖水了。经过两年零三个月的建
设，杭州市千岛湖供水工程城北线正式
通水，这标志着杭州市供水格局进入新
的阶段，杭州城北及余杭区临平创业城
全域和未来科技城、良渚文化城大部分
区域的居民直接喝上千岛湖优质水啦。
从千岛湖到余杭，这一泓甘泉是怎
样进入市民家中的呢？据悉，来自“天下
第一秀水”千岛湖的汩汩清泉，出淳安，
过建德，穿桐庐，经富阳，翻山而来、越岭
而至，经过 113.22 公里长、总投资约 96 亿
元的“人工地下暗河”——洞径 6.7 米的
“超级原水管”，直下 50 米落差的余杭闲
林枢纽，再通过城北线输送至余杭千家
万户。千岛湖原水工程中，我区主要负
责实施的千岛湖原水管仁和支线工程及
仁和水厂二期工程，均已提前具备通水
条件。其中仁和支线从勾仁大道与环城
高速交叉点至仁和水厂，全程 6.4 公里，
总投资约 2.6 亿元，仁和水厂二期扩建工
程设计规模 20 万吨/日，总投资约 3.7 亿

元，已于 2019 年通水运行。
城北线为千岛湖供水工程的配套工
程，承担着向杭州市城北和余杭地区输
送千岛湖原水的重任，起点为九溪线、城
北线共用段输水隧洞（大毛坞节点），终
点为绕城高速与仁和大道交界处（仁和
节点），全线长 28.6 公里，设计输水规模
165 万吨/日，总投资约 28.5 亿元。城北
线通水后，主要承担向城北祥符水厂以
及余杭仁和水厂、獐山水厂、宏畔水厂、
塘栖水厂、运河水厂输送千岛湖原水的
重要功能。
城北线工程采用隧洞和管道组合方
式，是一条全封闭的“地下水动脉”，既保
证水资源不流失，也防止污染物进入；工
程管道施工均采用环保无毒材料，以保
证原水的品质和安全。同时，城北线设
置 9 个检修闸门，采用一体化智慧控制系
统，对全线水量调度和闸阀站运行进行
一体化监控管理，以达到工程运行全面
感知、可靠传递、智能处理、高效协同、智
慧应用的目的。
组稿 吕波 蒋方诚

仁和水厂

建设中的仁和支线管网焊接（资料图）

建设中的城北线（资料图）

千岛湖配供水工程自开工建设以来一直备受关注。如今，余杭百姓翘首期盼的“一泓甘泉”终于如期而至。为此，区环境
（水务）控股集团特别就市民关心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解答。如市民还有其它疑问，
可拨打 24 小时客服热线 96390 问询。
1. 余杭人用上千岛湖水后，自来水的
水质会有所提升吗？
千岛湖位于钱塘江上游，是多年调节
大型水库，水量充沛，水质优良，总体属于
Ⅰ-Ⅱ类，是国家确定的战略水源水库，相
对东苕溪水源水质更稳定、抗风险能力更
强，原水水质有一定提升。
同时，区环境（水务）控股集团下属主
要水厂均具备饮用净水深度处理工艺，且
均选用国内外先进工艺，出厂水水质符合
并大大优于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城
北线通水后，其供水范围内的供水安全保
障程度更高了。为了给市民带来优质安全
的用水体验，我们将多措并举，从
“源头”
到
“龙头”
，为城市供水保驾护航，给大家带来
更高品质的用水体验。
2. 市民家里的龙头水可以直饮吗？
从理论上说，只要符合国家《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的水是可以
直接饮用的，这与是否使用千岛湖水为原
水没有必然联系。在实际生活中，还需考
虑个人体质、饮水习惯、户内装修管道材
质、使用年限以及是否已完成二次供水设
施改造、是否存在二次污染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不建议直接饮用。

闲林水库配水井

早年离家外出打工 仅半年后下落不明
家人费尽周折寻找 如今她疾病缠身又失忆

3. 通了千岛湖水后，居民家中还有必
要安装净水器吗？
首先，家里是否安装净水器跟是否通
千岛湖水没有直接关联。市场上净水器的
种类很多，用户使用家用净水器的目的各
不相同，质量也参差不齐。作为供水企业，
我们不提倡安装净水器，对已经装了净水
器的用户，我们也建议定期更换滤芯，避免
因滤芯不更换、不清洗造成的二次污染，影
响水质。
4. 农夫山泉选用的是千岛湖水源，以
后自来水也用千岛湖做原水了，自来水是
否就和农夫山泉一样了？
不能简单拿两者作对比，自来水和瓶
装水生产工艺、输送方式不同，适用的国家
标准也不同，自来水适用《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而瓶装水适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
5. 余杭区会调整水价吗？
水价调整工作由市、区相关部门（发改
委）统一研究实施，目前暂未收到涨价的通
知。通水后，我区千岛湖原水将统一向杭
州采购，因管道铺设成本较高，运维费用较
大，我区原水成本与趸售成本大幅增加，供
水成本大幅增加，自 7 月 1 日后，杭州市水

务集团会按量同我区结算，暂时由余杭区
承担这部分原水费用。
6. 通千岛湖原水后，自来水除了饮用
外，
用于浇花、
冲马桶等会不会太浪费了？
余杭区一直倡导“节约用水、优水优
用”，无论千岛湖原水通水与否，余杭水务
都倡议居民自来水循环利用，提高家庭用
水的重复利用率，减少水资源消耗，养成节
约用水的好习惯。
按照区委区政府统一部署，目前已暂
停受理市政绿化等杂用水自来水的开户工
作，对已办理市政绿化等杂用水用途的取
水单位进行销户，自 6 月 29 日起，全区城市
绿化等杂用水一律优先采用河道取水或中
水，进一步保障全区用水需求，提高水资源
使用效率，
建设余杭节水型城市。

据悉，余杭规划、住建、水务等部门
正进行新一轮的供排水专项规划编制
工作，未来可能会利用富春江下游钱塘
江上游的水和千岛湖水作为主要水源，
苕溪水源成为备用水源，将极大地缓解
我区的供水矛盾，为我区高质量可持续
快发展提供用水坚实保障。

区五院儿童口腔诊疗中心启用

与父母失联 22 年的她终于回家了
“孩子，你可知道，一年又一年，爸爸妈妈一直在找你。”见到失联 22 年的女儿，
晓琴（化名）的父母泪流满面。
“感谢杭州慈宁医院，感谢余杭区残疾人托养中心和民警，有了你们的帮助，我
们才能找到她。”
晓琴的父母日前从江西赶到杭州，
接回了朝思暮想的女儿。
这 22 年，晓琴到底经历了什么？这么多年为何不与家人联系？医生告诉记者，
去年晓琴突发了一场重病，至今记忆没能完全恢复。这些谜团，只有待她的脑神经
康复后才能慢慢回忆清晰。
记者 杨荣 通讯员 赵金锁

重症监护室里待了 8 个月
她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患者
据晓琴的房东回忆，晓琴在余杭一家
企业上班，2019 年年初开始租他的房住。
前 几 个 月 ，晓 琴 还 能 按 时 缴 房 租 ，但 在
2019 年 5 月她突然说，工作单位出了点事，
暂时没有钱，房租得先欠着。
去年 9 月下旬，放心不下的房东来到
出租房探视，透过窗户发现晓琴躺在床上，
任凭怎么叫喊都没有反应，房东立即拨打
110 报警。民警赶来后破窗进入，发现晓
琴意识不清，立即将其送到区第一人民医
院救治。
经初步诊断，晓琴患有中枢神经系统
感染、癫痫，存在精神障碍。住院初期，晓
琴一度持续昏迷。经过一系列治疗诊断，
晓琴最终被确诊为 wernicke 脑病（韦尼克

脑病）、肺部感染等。
在住院期间，晓琴一直意识模糊，医护
人员、民警多次询问，都无法查证她的身
份，她成了一名无家可归的流浪患者。
在重症监护室治疗 8 个月后，晓琴的
身体状况逐渐好转，今年 5 月底出院。为
了后续康复，区救助站将她转送到了杭州
慈宁医院继续治疗。

医护人员不懈努力
帮助失忆的她找到家人
转入杭州慈宁医院后，医护人员发现
晓琴的记忆很模糊，有时刚说的话或刚做
的事，转眼就记不起来了。为了让她早日
找到家人，医护人员没有灰心，每天对她悉
心照顾。
6 月 5 日上午，医护人员在与晓琴交流

时，发现她说出了自己的姓名，还能用笔写
下在江西瑞昌的家庭地址。医护人员立即
将这些信息告诉了警方，民警通过查询确
认信息属实。
区救助站得知信息后，第一时间与瑞
昌市救助站取得联系，告知对方晓琴现在
的情况。很快，晓琴的父母找到了。
6 月 13 日，晓琴的父母驱车赶到慈宁
医院，终于见到了失联 22 年的女儿。

已被接回江西老家
期待她早日康复好好生活
晓琴的父亲告诉记者，晓琴是家中的
长女，以前性格活泼。1998 年，16 岁的晓
琴辍学后，跟随村里人到温州一家企业打
工。大约半年后，家人与她失去联系，从此
下落不明。其间，晓琴父母多次到温州寻
找女儿，
但都无果而终。
从晓琴失联那年开始算起，整整 22 年
过去了。能在杭州找到女儿，晓琴的父亲
说，真是没想到。
如今，晓琴已被父母接回江西老家，在
当地的一家康复医院进行康复训练。晓琴
的父亲告诉记者，目前女儿的身体状况已
有所好转，家人都期待她能尽快康复，与家
人一起好好生活。

杜绝超标
“小电驴”
上路 源头严查严管不放松
本 报 讯 （记 者 童 江 平 通 讯 员 章
怡） 区交警大队日前联合区市场监管局，
抽样检查辖区部分电动自行车销售点，对
不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车一律暂扣。
记者跟随联合检查小组来到乔司街道
乔安路附近的金箭电动车销售点，在工作
人员的引导下，记者发现一辆红色电动车
没有主梁。
“拆除主梁可能是为了在踏脚板
下加装电瓶。”
区电动车行业协会会长周永
明告诉记者，电动车电瓶一般是 48V，电机
功率不超过 400W，许多市民为了开得快
些，往往会选择加装电瓶。
“根据出厂说明书显示，这款电瓶车没

有后备箱，他们在后面加装了后备箱的支
架。”周会长告诉记者，随意加装后备箱可
能造成电动自行车整车质量超标，在行驶
过程中会存在安全隐患。
现场，乔司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将 16
辆不合格的电动车贴上封条，其中部分将
被运往杭州作进一步质量鉴定。
据不完全统计，杭州市每年因电动车
引发的交通事故约占全部交通事故的 1/3，
其中，电动车超速、改装等因素成为诱发交
通事故的主因之一。
乔司市场监管所指导员吴广红表示，
根据《GB17761-2018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

规范》要求，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车速不超
过 25 公里/小时，不得改装，超速时系统要
持续发出提示音。电动自行车须具有脚踏
骑行能力、整车质量（含电池）不超过 55 千
克、电机功率不超过 400W、蓄电池标称电
压不超过 48V，且必须有
“3C”
标志。
据区交警大队政工科长潘朝华介绍，
当天联合检查小组查处了 12 处涉嫌非法
生产、经营电动自行车的商家，共出动人员
102 人、检查电动车 1010 辆，查封违法电动
自行车 112 辆，扣押进货、销售凭证和电脑
主机 5 台，对 15 个型号批次的电动自行车
进行抽检。

本报讯 （记者 陈轶东 通讯员 王海
燕 陈晓慧）“这里好漂亮啊，就像妈妈带我
去的酒店一样，还能看动画片、看书，在这里
看牙我不怕了……”昨日上午，在区五院全
新启用的儿童口腔诊疗中心，5 岁的乐乐兴
高采烈地说。据悉，这是目前全区最大的儿
童口腔诊疗中心。
区第五人民医院儿童口腔诊疗中心是
专业化儿童牙病诊疗中心，位于住院大楼的
二楼西区，诊疗面积达 300 平方米，环境温
馨舒适，设备先进，拥有进口牙科综合治疗
椅 11 台，以及 STA 无痛麻醉仪、全麻舒适化
治疗设备等先进设备，可诊疗各种儿童口腔
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中心现有医生 14

人，其中研究生 9 人，占总人数的 64%，儿童
口腔专科护士 6 人。
记者了解到，该中心开设了儿童早期矫
正、儿童舒适化治疗门诊，科室规模位列全
省前列，专科诊疗水平达到杭州市内领先水
平。

高处作业不慎坠落怎么办？
应急救援演练教你妥善应对
本报讯 （通讯员 吴峰敏） 为开展好第
十九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落实企
业安全生产责任主体，切实提高职工发生险
情自救互救能力，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日前在乾元社区安置房（二期）项目组
织开展了一次高处坠落应急救援预案联合
演练。
本次演练采用情景再现、现场实操的方
式，展示了作业人员在高层作业意外坠落时
救援的场景。现场人员第一时间向项目经

理报告并拨打 120 急救电话，项目经理立即
启动项目应急救援预案，并逐级上报事故情
况，企业迅速响应启动企业应急救援预案，
并赶赴事故现场。项目医疗救护人员对受
伤人员进行紧急救护，配合 120 急救车把受
伤人员送往医院。经过各方的通力合作，险
情得以妥善处置。
此次演练由省三建建设集团周密部署，
应急救援演练预备充分、流程正确、方法稳
当，提高了全员的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