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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栾吟之）

在普陀区老社区曹杨新村
1191个楼组中，适宜加装电
梯 的 有 574 个 楼 组 ， 占
48.19%；有一定加装难度的
有 239个楼组， 占 20.07%；

现有条件下较难实现加装
电梯的有 373 个楼组 ，占
31.32%；已完成加装电梯的
楼组共 5 个……曹杨新村
街道日前发布“加装电梯可
行性勘探地图”，用绿色、蓝
色、灰色、红色等色块直观
表达每栋楼的加装电梯可
行性，有详细的数据和清晰
的分类，让这项民生工程有
据可循。

曹杨新村人口老龄化
情况日益显著， 目前 60 岁
以上老年人超过 40%。辖区
63 个小区中， 包含多层住
宅楼组的小区有 45 个，楼
组数上千。加装电梯成为解
决社区老年人出行难 、上
楼难的最大需求。 在西部
集团徐虎加装电梯工作室
的协助下， 街道加梯办与
两家有过实际加梯经验的
公司进行合作， 实地走访
后绘制这份 “可行性勘探
地图”。经初步勘测 ，地图
涉及 20 个居民区 45 个小
区， 标注为绿色的楼组，在
方案设计上可直接施工加
装电梯； 被蓝色标注的楼
组，需实施管道迁移、绿化
调整等附加工程后才可加
装电梯；被灰色色块覆盖的楼组，以目前的技术条
件来说不建议加装电梯；红色色块覆盖的楼组，则
已完成加装电梯工作。

街道加装电梯工作指导办公室成立于去年 9

月，探索建立“职能科室指导+社会组织辅导”双导
推进机制，与社会组织史信彪工作室合作。半年来，

“加梯办” 先后接待咨询 100余人次， 很多来自外
区、外街道。今年，加梯办将增加职能，从提供政策
咨询服务，变为用大数据手段和精细化思维进一步
提升指导精准度。进一步完善“一梯一档”，制定既
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材料备案清单，帮助加梯楼组
居民做好方案征询、项目合同、施工审批、维护保养
四类材料留底工作，使电梯后续质保维修、安全使
用有据可查。

每个完成加装电梯的楼组，居民都克服了数不
清的困难。很关键的一点是要让希望加装电梯的居
民提前知晓难度。

加梯办邀请有经验的业委会成员担任顾问，在
楼组推进加装电梯合同签订、工程启动和竣工等重
要节点，给予及时的辅导和咨询。针对执行内容与
流程， 加梯办编制了 “曹杨加装电梯指导手册”与
“加梯指导活页”，一繁一简向居民介绍工序。今年，

加梯办根据前期征询中咨询频率最高的问题和遇
到的棘手问题，还将出版 2.0版指导手册，进一步帮
助居民少走弯路。

水务局长接听12345热线，普陀区居民反映桃浦河近长风社区学校段反复“浑臭”

泵站将迁址，初雨污水专送污水厂

“这两天，附近的雨水泵站一直散发臭
味，闻久了让人头晕，天气越来越热，是否能
消臭？”“水务局长接听 12345热线”期间，普
陀区桂巷新村居民反映：一墙之隔的桃浦河
近长风社区学校段反复 “浑臭”。 这一河段
“异味”“浑浊”问题，已不是第一次被居民投
诉。经过多年整治，河道水质已有改善，为何
依然“浑臭”难消？记者跟随水务专家一同前
往调查。

泵站收集雨水中混入生活污水
居民反映的“浑臭”河段，是西虬江和桃

浦河交汇处往东延伸的一小截断头河， 总长
约100米、宽约20米，被称为桃浦河“盲肠段”。

河道在南边急转弯，尽头是曹杨雨水泵站。

3月 25日 11时，小雨刚停，记者来到曹
杨泵站附近观察，发现水面呈乳白色，不断

冒泡。由于气温上升，河底淤泥上翻，形成一
个个黑色漩涡。站了一会儿，空气中飘来阵
阵恶臭。断头河段加上弯曲流向，先天缺陷
让这段河水长期动力不足，泵站闸口附近不
断累积油脂、 水生植物与淤泥粘连的漂浮
物，异味较难驱散。

泵站内部情况如何？在泵站一处形似井
口的垃圾分拣设备处，塑料、布条、水生植物
和无法辨别的条状、袋装垃圾从“井口”缓缓
被传送带拎出来，沥水后，从另一端被甩进垃
圾桶中。集水井内，“雨水”看起来令人作呕：

生活垃圾、厨余垃圾被各类塑料袋裹挟，还带
着油脂。由于垃圾堆积发酵，水体黑臭，极易
产生硫化氢气体。“这些垃圾不仅污染河道，

还妨碍泵站机器涡轮运转。在后续处理前，必
须进行多次分拣。”泵站负责人解释，这个“井
口”内肮脏的“雨水”来自雨水管道，应是雨污
混接，混入大量生活污水。晴天，泵站还能将
污水截流， 即经过初步分拣后输送到污水处
理厂。设备 24小时不停运转，一天能处理区
域内近 2万吨污水。但到了雨天，总管内大量

雨污混合污水分拣后， 只能直排放
江。2月 28日， 泵站最近的一次开
泵放江，“盲肠段” 短时接收了大量
泵站收集的“雨水”，“浑臭”难以避
免。工作人员称，简单的分拣不能真
正避免水质污染， 最终仍要从源头
上管控污染源。

“盲肠段”改造为景观河段
小小的雨水泵站里，收集着各式各样的污

水：有的是阳台洗衣废水混接入雨水管，有的
是沿街商铺污水随意倾倒，也有刚下雨时雨水
冲刷地面产生的脏水。普陀区建管委河长办负
责人林哲认为，“浑臭”原因主要是雨水放江影
响。雨后常会出现短时的污染冲击负荷，在桃
浦河“盲肠段”尤为明显。

污染如何解决？一方面，若将收集到雨水总
管里的水体一放了之， 等于让已经整治好的河
道再次遭殃。另一方面，汛期到来，若不及时开
泵放江，又容易造成积水内涝。泵站在平衡环境
和功能时陷入两难。普陀区河长办解决“雨水放

江影响”的思路是，将桃浦河沿线收集的初期雨
水，专门输送到较近的桃浦污水厂，随后再送往
石洞口污水厂处置。目前，这一改造项目已完成
立项。为增强水动力，解决“盲肠段”淤积问题，

河长办决定将曹杨泵站的水箱涵位置迁移至桃
浦河口。原本的“盲肠段”将改造为景观河段，不
再用于蓄水，年底可完成施工。河长办将继续加
快沿线分流制系统的雨污混接改造， 控制污染
源头，力争年内完成。

眼下，为减少“浑臭”，曹杨泵站将启动泵机
装置，加强站内水体循环，加快开展泵站集水井
漂浮垃圾清捞、排口漂浮物拦截和除臭措施。

今日看点“井口”内肮脏的“雨水”来自雨水管道，应是雨污混接造成的

本市明年年底前改造优化1200公里老旧供水管网

“撒哈拉”技术为老旧供水管网探伤
本报讯 （记者 陈玺撼）市水务局昨天宣

布，明年年底前，上海将全面改造优化 1200公
里老旧供水管网；今年年底前先完成 500公里
改造优化。

服务年限超过50年和混凝土材质的老旧
供水管网，普遍存在内部涂层破损、管内杂物
堆积、管道穿孔泄漏等安全隐患。原先要知道
老旧供水管网具体“受伤”位置和严重程度，没
有“幅度”较小的验伤方法，只能把管网上方的
道路破开，才能看个明白，但施工往往会干扰
到相关道路通行和周边居民日常生活。 昨天，

一种全新的“Sahara（撒哈拉）”检测技术在昆阳
路一条454米的供水管道上初试牛刀，一个“微
创手术”就解决了上述问题。

给管道彻底做一次“肠镜”

记者在现场看到，检测人员以管道竖井为
入口，用液压设备把三根手指粗细的“探针”注
入管道内。进入水中后，“探针”后端的“阳伞”

打开，增加受力面积，使“探针”可顺着水流向
前移动。同时，“探针”的“眼睛”和“耳朵”被远
程操控启动。作为“眼睛”的高清摄像头专门查

看管道内部图像，作为“耳朵”的噪
音记录仪则负责探听异样声响，从
而锁定噪音来源，即管道内细小的
漏洞。

“只要管道直径不小于 30厘
米，管道上下起伏的幅度累计不超
过 270°，‘探针’ 就能游走 750米，

给管道彻底做一次‘肠镜’。”上海
城投水务供水分公司供水业务部
副经理韩冰表示，这种全新检测技
术尤其适合上海中心城区地下管
网探伤。 这些管网周边情况复杂，

盖在管网上的往往是大流量的交
通要道， 没有管网硬伤的十足把
握，相关管理部门不会冒风险“开
膛破肚”。

“撒哈拉”技术将全面推广
最近杨浦区一条 1 公里左右的灰口铸铁

水管，就让水务部门头疼不已。由于要打开路
面才能探伤， 相关部门一度婉拒检测人员。实
际上，这根水管已有 120 多年历史，尽管使用
至今，下游使用单位并未反映水质异常，但毕
竟“年纪”摆在那里，一旦遭受较强外力，管道
就可能漏水甚至爆裂。对其做一次“体检”已迫
在眉睫。最终，检测单位引入“撒哈拉”技术，只
用不到 3个小时就探出好几处“硬伤”。在“验
伤报告”面前，相关部门果断决定结合市政工
程，对老管道进行彻底改造。

据统计，目前上海中心城区（浦西）还有
约 78.4公里的老旧供水管网， 主要集中在静
安、虹口、杨浦、闵行等区。根据国务院《水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使用超过 50 年和材
质落后的供水管网要进行更新改造，为此，上
海将加快相关工程进度。 市供水管理处供水
科副科长顾赵福表示， 结合老旧供水管网改
造优化，“撒哈拉”技术将全面推广应用，使施
工更精准高效。

解放监督
■本报记者 车佳楠

检测小分队正在工作。 图左侧的设备是金属探测器，

用来探测金属水管的方位和走向；图右侧的设备是 GPS探
测器，用来感应在水管内工作的“探针”。 陈玺撼 摄

河道水质浑臭，河底淤泥翻起。 车佳楠 摄

8 上海·广告
2019年 3月 28日 星期四

www.jfdaily.com

责编：王蓓 编辑：蒋娅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