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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 1994 年的小伙子王玉宝
今年将是迎峰度夏中他第一次独立完成不停电作业

为不影响居民，他们带电作业
在完成班前会、做好危险点分析，分配

好工作任务后，工作班成员王玉宝和唐志国
在同事的协助下，在全套长袖工作服外再叠
加上厚重的黄色绝缘服，依次戴上纱织和绝
缘两层手套。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两人登
上绝缘斗臂车， 稳稳地驾驶着车斗登上 10
多米的高空，缓缓靠近带电线路。

据当日的工作负责人、不停电作业一班
副班长徐涛介绍，他们所在的位置是 220千
伏植物园变 10 千伏潜清路 21 线路的 1 号
杆，这条不起眼的 21线路服务于新景花园、
春晓花园及供水集团等众多居民和重要用
户，当前承载的电力负荷较大。

“如果采取传统作业方式，将会在炎炎
夏日对居民连续用电造成一定影响，所以我
们采取不停电作业，配合其他专业，共同将
新用户的新装配电变压器并入电网。 ”徐涛
说。

在现场，伴随着黄色特种车辆发出的轰

鸣声，王玉宝和同事在高空中按照既定的作
业流程，相互配合、使用绝缘护套和斗篷，将
带电线路进行屏蔽。 完成一相作业后，他们
再稍稍调整车斗位置，继续作业。

全身工作服湿透，手套能拧出水
当日是传统节气夏至，合肥地区已经进

入了一年中最炎热的一段时期。 不到上午
11点，温度计显示气温已攀升至 35℃，在地
面上进行安全监护的同事们早已热得满头
大汗。 王玉宝和唐志国在高空中，直面烈日
“炙烤”，身着全套厚重“行头”，高度集中
精神进行作业。

“这种难受的滋味可真不是一般人可
以想象的。 ”大约 1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之

后，第一阶段的工作顺利完成，王玉宝和同
事回到地面。脱下绝缘服、安全帽和手套，王
玉宝的全身工作服都已湿透，头发和脸颊上
布满汗珠，纱织手套拧出了水。

稍稍休息之后，他们接下来还要继续在
高温中坚守， 继续完成下阶段的不停电作
业，预计将在当日中午顺利完成新用户的并
网工作。

不停电作业，首次独立完成
连日来高温持续，合肥电网已全面进入

了迎峰度夏阶段。 据科学预测，今夏合肥电
网最大负荷或将历史首次突破 900 万千瓦
大关，对电力保供工作提出更高要求。 为了
确保炎炎夏日里市民安心清凉用电，不停电

作业班的员工们 24小时待命， 进行各项带
电作业工作任务。

据徐涛介绍， 本周他们专业共分为六
组，计划工作任务达 71处。“加上临时发生
的故障抢修等作业，每一处至少要两个小时
左右才能完成。 ”虽然工作任务很重，但是
大家相互支持和配合，不叫苦喊累。

王玉宝是湖南大学毕业的研究生。 经过
数年的锻炼，今年将是他第一个独立完成不
停电作业的迎峰度夏， 这既是一份考验、更
是一份责任。“过去根本不晓得，在看似‘唾
手可得’的夏季清凉的背后，原来有这么多
人在默默付出和坚守。 ”王玉宝说，能成为
一位普通电力人，为大家服务，挺自豪。

李岩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汪漪 文 /摄

本报讯（合建宣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姜志远） 随着近日高温天气持续，合肥市
城区日供水量不断攀升。 6 月 20 日，合肥
市城乡建设局发布消息， 该市城区最大日
供水量已达到 207.2 万立方米 （相当于合
肥市天鹅湖的容量， 以水域面积约 1000
亩，水深平均 3～4 米计算），创历史新高。
目前， 该市日供水保障能力能够满足全市
用水需求，但市民仍需节约用水。

据介绍， 为做好今年高峰供水工作，
合肥市城乡建设局提前谋划， 组织建立
健全多项预警和应急机制， 全力做好优
质稳定供水保障。 根据近 3 年高峰供水
相关数据及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合肥市城
乡建设局对该市供水形势进行研判，预
先制定应急处置措施，提高应对风险和防
范事故的能力。“各水厂、水源厂按计划完
成净水构筑物清洗和供配电设施预防性
试验， 提前完成主要设备维护保养工作，
避峰进行技改， 备足制水原料， 保障生
产、运行安全。 ”截至目前，合肥市 10 个
水厂、6 座加压站运行稳定， 城区日供水
能力 233 万立方米， 能够满足全市用水
需求。

为保障高峰供水期间用户的正常生
活、生产用水，合肥市供水部门严格按照城
市供水水质标准等要求， 严密监测高温天

气下原水水质变化，增加水质检测频次，及
时调整检测工艺，确保水质优良。 “检测项
目及频次均高于国标要求， 出厂水每日检
测 22 项，每月一次 42 项，每季度抽检一
次 106 项， 接管的 1677 个二次供水泵房
每季度抽检一次 8 项指标、每年抽检一次
28 项指标。 ”据合肥市城乡建设局的相关
负责人介绍， 供水部门还在制水生产、出
厂水及管网水的重要节点共设置 129 个
管网水监测点、509 台水质在线仪表，24
小时监测关键水质指标的变化。 与此同
时，各水厂、水源厂加强设备维保，增加值
班巡检频次，对供水重点设备和关键部位
进行全面检查、维护和保养，发现隐患及
时处理，确保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供
水抢修中心和各供水分公司实行 24 小时
值班制度，充分做好应急抢修工作。 接警
后 30 分钟赶赴现场，打造“半小时”服务
圈。“如遇施工停水，将提前发布停水通知，
方便用户合理安排储水， 将停水带来的影
响降到最低。 ”

另外， 合肥市还在推进供水基础设施
建设，优化水厂布局、加快管网配套。 截至
目前，西二环给水管道迁改、高新供水抢修
服务中心建设完成， 六水厂三期预计今年
下半年具备通水能力，龙河口引水工程、四
水厂迁建工程全速推进。

本报讯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姜志远
通讯员 李丽媛 文 / 摄） “合肥地铁 3 号线
南延线仙霞路站至青年路站区间盾构施工
洞口发生雨水倒灌……”6 月 21 日，2022
年安徽省轨道交通建设工程综合处置应
急演练在合肥地铁 3 号线南延线施工工
地举行。

“本次应急演练活动的目的是强化盾
构施工过程中有限空间灾害应急处置能
力，有效防范和化解轨道交通领域重大安全
风险，切实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安全。 ”据合
肥市轨道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次演
练构建的场景是：合肥进入汛期后，出现强
降雨天气，3 号线南延线仙霞路站至青年路

站区间正在实施盾构掘进作业，强降雨造成
路面短期积水，盾构施工洞口发生大量雨水
倒灌情形。

发生险情后，现场安全员立刻上报项目
部并组织施工人员撤离，并加强工作井内抽
排水力度。 合肥轨道集团迅速启动应急预
案，组织应急队伍，携带应急物资赶赴事故
现场，采用“抽排 + 疏导”方式开展抢险救
援，并协调肥西县交警、肥西县住建局等属
地力量支援。 在处置过程中事态升级，盾尾
处突发涌水涌砂，在有限空间内抢险的 3个
人中毒昏迷……合肥轨道集团立即组织专
家赶赴现场增援，并在消防、医疗等单位的
积极配合下顺利完成抢险救援工作。

头顶夏日骄阳身披绝缘服作业
“90 后”电力人迎峰度夏迎来第一次独立完成不停电作业

“今天的工作任务是要采取不停电作业方
式，将新用户并网。 ”6月 21日上午 10点，
在位于合肥市蜀山区的十里店路一处建筑
工地旁，合肥供电公司配网运营中心不停电
作业一班正在进行工作前的准备。 出生于
1994 年的小伙子王玉宝将登上高空，不停
电作业，为市民送上清凉。 今年将是迎峰度
夏中他第一次独立完成不停电作业。

合肥应急演练雨水倒灌地铁线隧道

抢抢险险人人员员正正在在启启动动设设备备排排水水

城区一天用掉一个“天鹅湖”
合肥供水能力虽有余 但仍需节约用水

身身披披厚厚重重绝绝缘缘服服在在1100米米高高空空作作业业的的王王玉玉宝宝（（左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