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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南京市水务局召开新
闻通气会通报，全市应急水源地正在
加快推进，预计年底前将确保完成主
体工程，实现主工程通水。这意味着
自 2006 年就开始谋划的城市“水缸”
工程终于尘埃落定。

长江是南京饮用水源地，仅在南
京，就有扬子石化、金陵石化、南化公
司等大型化工企业的原料和产品要通
过长江水运。过境南京长江水域的危
化品船舶一年达到10余万艘次。

多少年来，南京主城区和江北、江
宁建成区，长江是唯一的饮用水源地。

在长江之外，打通第二水源，让城
市喝水更安全，历经十余年，投资数十
亿，史上首次，南京从水库引水进城。

这件事，南京终于要做成了。

明确三处应急水源地

这场通报，明确了外界关注已久
的南京应急水源，即城市备用水源地
的选址。

南京市水务局表示，全市应急水
源建设分三个板块同时推进。主城区
以江宁区杨库水库为应急水源地（总
库容 304 万立方米，兴利库容 245 万
立方米），以城南水厂、北河口水厂为
应急供水厂的应急水源系统，应急供
水规模75万吨/日。

江宁区应急水源地为新济洲凤凰
湖（总库容 220 万立方米，兴利库容
186 万立方米），以滨江水厂为应急供
水厂的应急水源系统，应急供水规模
31万吨/日。

江北地区以三岔水库为应急水
源地（总库容 892 万立方米，兴利库
容 621 万立方米），以桥林水厂、江
浦制水厂、浦口水厂为应急供水厂
的应急水源系统，近期应急供水规
模达 65 万吨/日，远期应急供水规模
达到 90 万吨/日。

上述三处应急水源工程建成后，
可在常规供水水源被切断的状态下确
保全市市民三天的供水量。

各地将应急水源地建设提上议程
可追溯到2005年。当年11月13日，中
石油吉林石化公司的硝基苯精馏塔发
生爆炸事故，大量苯类污染物泄漏流入
松花江，松花江发生重大水污染，沿岸
数百万居民生活受到影响，哈尔滨全市

停水4天。事件发生后，社会首度强烈
关注城市应急水源地建设。2006年1
月，江苏省两会上，就有代表委员提议
推动城市应急水源地建设。

此后十余年中，在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和媒体的推动下，应急水源地（城
市备用水源地）建设问题多次成为社
会关注热点。

相关政府部门曾表态，南京已有
将南部的石臼湖、北部的金牛湖作为
应急水源的设想，但一直未见有正式
文件明确应急水源地的选址和应急水
源地工程的建设日期。

在 2015 年 1 月南京市政协十三
届三次会议专题议政会上，有委员发
言提出，要加快实施南京应急水源地
建设，否则一旦长江发生污染，全城的
饮水将成大问题。

当年民进南京市委提交了一份
《关于加强我市饮用水源地规划与保
护的建议》的提案。提案指出，南京
市饮用水水源地数量众多，但全市绝
大部分供水总量的水源地均集中在
长江南京段。当时长江干流有 10 处
饮用水取水口，承担向南京主城区、
江宁、栖霞、六合、浦口等日常供水，
日供水量约为 220 万吨，约占全市总
量的 90%，服务人口约 610 万人，约
占全市总人口的 80%。

提案指出，随着国内多个城市发
生饮用水安全事故引起的市民恐慌事
件，南京作为以长江干流饮用水源地
为主要供水源的城市，应高度重视备
用水源地的建设。提案建议，要加快
南京市应急饮用水水源地研究方案论
证与工程实施。

2015 年，城市要有应急水源或
备用水源成为国家刚性要求。2015
年 4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水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家明确
要求，针对单一水源供水的城市，应
于 2020 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应急水源
或备用水源建设。

2017 年，一份《南京市环境保护
目标任务》终于确定了南京的备用水
源地。根据这份年度环保任务，市级
应急备用水源地将在浦口绿水湾选
址，设计的供水规模达120万吨/日。

记者了解到，绿水湾方案这样设
想，在长江与夹江之间建坝设闸，一旦

上游发生污染，立即关闸切断上游来
水，以夹江中的原有长江水完成城市
应急之需，据测算，夹江的库容量大概
也能保证主城三天的基本用水量。

绿水湾夹江应急水源地方案提出
后，在论证中被否决。否决原因是绿水
湾应急水源地依然采用长江水，不是真
正独立的备用水源。另外夹江建坝设
闸，将改变河势，不利于长江大保护。

现在南京明确了两处水库、一处
湖泊为城市应急水源地。

今年，南京将建成“大水缸”，全城
随时能喝上备用水。

数千人奋战“百年工程”

从水库引水供应城市，这在南京
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就在南京水务局宣布三大应急水
源主体工程要在今年底完工时，杨库
水库北边的白头山，中铁十一局施工
队正在进行隧道施工。紧临白头山，
中铁上海局正在实施原水管线的明挖
埋管及顶管施工，当天隧道双向推进
总 计 15 米 ，原 水 管 线 埋 管 段 完 成
18 米，多座顶管工作井正在制作、下
沉。所有标段都在加紧施工，保证年
底实现应急水源项目通水。

南京市水务局供水管理处主任科
员童林说，应急水源地建设已列为今年
市政府“十大民生实事”项目。南京现

在明确的 3 个应急水源地共同点是点
多、面广、线路长。不仅各项协调工作
复杂，施工方面难度也不小。童林介
绍，要将应急水源地的水输送到相关水
厂，输水管道长、口径大，施工量和施工
难度较大。主城区应急水源工程建设
中，还涉及到隧洞爆破等工程；江宁区
应急水源工程涉及新济洲国家湿地公
园，项目实施方江宁区湿地占用等审批
手续要报给农业农村局等有关部门。
这些工作目前都在争分夺秒推进，越早
建成投用，城市就多了一重保障。

南京确定杨库水库为主城区应急
水源地，从杨库铺设管道引水到城南
水厂和北河口水厂。这两大水厂是南
京主城区的供水厂。一旦有突发情况
发生，杨库的水经管道（新建原水管
道）进两大水厂，再送到千家万户。水
库到北河口水厂约长40公里，跨越江
宁、雨花台、建邺三个行政区，原水管
道输送的是没有经过处理的水，管径
比自来水主干管要大，有 2.2 米和 2.4
米两种管径，而自来水主干管管径一
般不超过1.8米。

这次南京快马加鞭，杨库水库应
急水源地工程，全程 5 个标段同时作
业，全线40公里，五六百号人在忙碌。

整个大江北地区，包括江北新区、
浦口和六合，三岔水库是唯一确定的应
急水源地。原水供水管道从三岔水库

往南进入桥林水厂再从桥林水厂北上
到江浦水厂，全程39公里，但江北的管
道都是复线。全程16个标段，全线施
工。眼下，16家招标单位，2000余人同
时奋战在这条新辟的供水线路上。

南京江北水务原水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夏加华介绍，江北应急水源
地项目整体施工难度较大。三岔水库
至桥林水厂，要穿越地铁 S3、南二山
洪沟、石碛河溢洪道、浦乌路等处，其
中穿越地铁为顶管，其他为明挖敷设
方式。从桥林水厂至江浦水厂穿越石
碛河、高旺河、城南河、大胜关铁路桥

（京沪高、地铁S3）、S001、三桥绕城高
速以及五桥连接线等处，其中五桥连
接线为明挖敷设方式，其他为顶管。
在这近40公里的管道旅途中，顶管井
埋深8～18米。

夏加华在手机上随时能点出当
天的工程进展，包括管道监造日报，
每日各标段进展，质量督察周报。夏
加华说，应急水源地工程是百年工
程，所有参与人员丝毫不敢懈怠。对
钢管质量，要求细化，厂家监理现场
监造。3 支专业队伍 24 小时待命，随
时对焊缝进行检测。

构建城市“生命线”

城市居民用水，从喝上自来水，到
要喝高质量的水，再实现有备用水源以
防不测，城市保障能力在一步步增强。

对正在建设中的江北新区来说，
此次应急水源地工程建设可谓是一举
解决全域供水难题。

早在 2017 年，位于江北地区的
浦口水厂的取水口被取缔，而该水厂
供水面积超过 40 平方公里，服务长
江大桥北部高密度居住区，覆盖人口
60 多万人。而取水口被取缔的原因
在于取水口周边有码头，取水环境达
不到国家要求。浦口水厂转而将取
水口往上移 3 公里，这正是江浦水源
厂所在地。

江浦水源厂位于七里河和城南
河之间，处于江北新区核心区中的
核心位置。按照国家规定，取水口
上 游 2000 米 ，下 游 1000 米 限 制 性
开发。而南京谋划在长江两岸打造
城市客厅，未来，江浦厂周边沿江地
带势必要进行开发建设，取水口能

否保留是个大疑问。
夏加华介绍，三岔水库应急水源

工程不光是应急，也是一项区域供水
重 构 工 程 ，是 打 造 江 北 新 区“ 生 命
线”。应急水源工程，是从三岔水库取
水至桥林水厂，再从桥林水厂输水到
江浦水厂，接着从江浦水厂到浦口水
厂，再继续北上到远古水厂，这四大水
厂基本能覆盖整个大江北区域。而平
时供水工程，桥林水厂建设取水能力
远期达到 155 万吨/日的取水口，利用
应急水源管道，将长江水输送至桥林
水厂，再往北输送至江浦水厂和浦口
水厂。届时，无论江浦水厂和浦口水
厂这两家水厂的取水口能否保留，水
厂依然能保持供水能力，江北地区的
供水不会受到影响。

夏加华介绍，按江北新区规划，到
2035 年，江北地区总规划人口是 330
万人，现在实施的供水系统工程实现
后，常态和应急状态均可实现大江北
供水全覆盖。

无论是位于江北地区的三岔水
库、还是位于江南的杨库水库，二者作
为城市应急水源地，都有枯水期蓄水
不够、水质难确保的瓶颈。正在实施
的应急水源地工程，都对两个水库同
时实施长江引水工程，在非常状态下，
以空间换时间的缓冲。在平时水量不
够的情况下，引长江水补水，确保水量
水质24小时达标。

2016 年南京高淳和溧水已建成
引江供水工程，两地百姓喝上长江水，
加上传统的饮用水源地，即固城湖、中
山水库和方便水库，南京高淳、溧水已
具备双水源供水，在应急情况下，高
淳、溧水可以向主城区反供清水15万
吨/日，这仅仅能满足主城居民最基本
的生活用水需求。在建的杨库水库供
水规模达 75 万吨/日，补上 15 万吨缺
口后，加起来就是 90 万吨/日，刚好就
是南京主城区一天的供水量。

据测算，主城、江北和江宁三处应
急水源地工程概算大约为60亿元，加
上江北大取水口建设等供水工程，总
投入近80亿元。

谋划十余年，投入数十亿，建设一
个但愿永远不要启用的工程，这就是
韧性城市要付出的成本。

本报记者 李 凯 颜 芳

谋划十余载谋划十余载 投资约六十亿元投资约六十亿元

南 京南 京 ，，打 通打 通““ 第 二 水 源第 二 水 源 ””

作为人口达千万的特大城市和东
部地区重要中心城市，社会治理如何
匹配城市发展需求和百姓愿望？9 月
10 日下午，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推进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动员部
署会，宣布围绕十大方面拓展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实践。

表现出色被列入首批试点

经江苏省委政法委筛选、中央政
法委审批，南京于今年 5 月被确定为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第一期试点
地区。

早在去年12月，中央政法委就启
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这
次试点有三大目标，即实事求是探索
市域社会治理新模式，完善社会治理
体系，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加强市
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被视为撬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支
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次试点，在理念、思路和方法上
本身也是一次全新的创新。中央政法
委制定《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
工作指引》。各地市申请试点前，对标

《工作指引》进行自我评估，预计2022
年可实现目标的，则申报第一期试点；
预计2025年可实现目标的，则申报第

二期试点。未列入试点的地市，则对标
《工作指引》参与“同步起跑”。

未来三年，南京要“跑”在社会治
理现代化前列，已有扎实基础。

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徐锦辉
介绍，南京积极探索特大城市社会治理
现代化实现路径“网格+”、全要素网格、
大联勤网格化、“1+1+3”等基层社会治
理创新模式竞相涌现、各具特色；“大数
据+网格化+铁脚板”治理机制为夺取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发
挥了关键性作用。近年来，全市社会大
局持续稳定，法治建设满意度名列前
茅，群众安全感进位明显，网格规范达
标率持续排名全省第一，南京连续入选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在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小区的管

理上，南京除了对3008个有物业管理
的小区实现有序管理，还率先实现对
2276 个无物业小区的封闭管理。对

无物业小区，按照属地原则，由街道社
区干部、社区民警、网格员、志愿者组
成专门队伍，落实封闭管理等防控措
施，确保疫情有效控制。

南京在划分全市12545个网格基
础上，创新“网格+党建”“网格+警格”

“网格+安全生产”“网格+小区”等一系
列社会治理新形态，探索构建社会治
理共同体，推动资源在网格内联用、问
题在网格内联治、服务在网格内联动。

在区级层面，南京先后形成网格化
城市党建、全要素网格、大联勤网格化、

“1+1+3”乡村治理等典型范式；在街镇
层面，仙林街道作为社会治理网格化的
发源地，探索形成了城市基层党建引领
社会治理创新的“仙林模式”。

南京创办网格学院、推出“三岗十
八级”、组建政法网格员队伍等一批典
型范式被充分肯定，市域社会治理相
关经验做法被全国推介。

全面升级“大网铁”

南京将优化“大数据+网格化+铁脚
板”治理机制，大幅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总人口 50 万，流动人口 28 万，每
年 12345、“数字城管”工单总数超 10
万条，这是南京江宁区东山街道的社会
治理挑战。街道党工委书记许守江介
绍，今年以来，街道花大力气探索社会
治理新路，实现3件积案全部化解，省
越级访数量压降64%。东山街道提升
社会治理主要有3条路径，即：将进一
步推动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深度融合，
织密综治网，推动多网合一；培育一支
能力过硬的全要素网格员队合一；大力
调动多元主体融入社会治理大格局。

行政区是市域社会治理的核心板
块。秦淮区是老城区，在全市率先打
通市区两级社区治理一体化平台。秦
淮区社会治理指挥中心能够随时、随

机调取全区视频监控，并能直接调度
区 110、特巡警、17 个派出所、6 个警
务工作站以及12个街道力量，实现城
市运行“一网统管”。秦淮区委书记林
涛表示，下一步，秦淮将常态化推进区
委常委、街道班子、区街干部“三个下
沉”机制，实现街道领导班子和社区书
记“双指挥长”、机关干部与街道干部

“网格双挂包”制度，全面增强社区网
格一线力量，并继续推动力量资源下
沉，今年年底前确保 751 个老旧小区
和零散片区物管服务全部到位。

社会治理中的“大数据”作用至关
重要，数据主要来源于市级大数据
局。南京大数据局局长唐建劳介绍，
目前南京政务网络和数据中心为全市
110 个单位和 928 个信息系统提供了
统一的政务网络、云计算和云存储服
务，正适度超前部署政务网络带宽和
计算存储能力，“我的南京”APP 实名

注册用户数达到569万人。通过数字
身份认证、统一支付、可信数据管理平
台以及微服务平台等级能力建设，支
撑政府服务从“广播式”到“精准化”转
变，同时加快“随手拍”等功能开发，充
分发挥公众力量、延伸社会治理“末梢
触角”，共同参与社会治理。

目前南京大数据局以视频类数据
为重点的“一网整理合数据”基本到
位，以移动终端为重点的“一屏能观全
局”技术框架已形成，以智慧消防综合
应用平台为先导的“一体应急联动”实
施方案已完成。

未来三年，南京市大数据城市运行
综合平台将实现与市、区、街道三级综
治中心管理平台的无缝衔接，针对不同
场景，优化工作流程和相应算法规则，
不断拓展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智辅决策、
智能监督促、智能服务、公众参与等应
用，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智慧化水平。

人人动员延伸治理触角

进入试点，就意味着南京要在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探索中干在实
处、走在前列。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要做到一年见成效、两年抓攻坚、三年
上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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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全面部署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

一流的城市要有一流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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