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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合肥市高质量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目前已实现主城区中高风险区域城市生

命线风险监测预警全覆盖，并拓展延伸至四县一市重点区域———

让城市安全韧性更强

■ 本报记者 许根宏

随着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高质量推
进 ， 目前 ， 合肥市各类管线共计入廊
370.5 公里，其中管廊试点项目管线入廊
350.9 公里。 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 6 月
份， 合肥基本实现主城区中高风险区域
城市生命线风险监测预警全覆盖， 并拓
展延伸至四县一市重点区域。到今年底，
风险监测预警范围将由城市生命线领域
全面拓展至公共安全、生产安全、自然灾
害等领域 ，实现 “能监测 、会预警 、快处
置”三大功能，让城市安全韧性更强。

———综合 “一张图”，
共织“一张网”

盛夏时节，位于合肥市南艳湖畔的清
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内忙碌而有
序。 走进该院城市生命线安全运行监测中
心，正墙上方一块巨幅显示屏引人注目。

“合肥市高度重视城市生命线安全，
依托我们在全国率先开展监测系统的研
发，大力实施应用。 ”清华大学合肥公共
安全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通
过 24 小时值守，他们第一时间为地下管
线的风险处置提供抢险、开挖、泄漏点位
溯源等技术支持， 对可能引发的次生灾
害进行趋势研判。

近年来， 随着合肥城市规模逐步扩
大、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地下管线增长迅
猛，城市“生命线安全”日益面临挑战。

“如何探索地下管线建设管理规律、
创新建设管理模式迫在眉睫。 ”合肥市城
乡建设局市政公用管理处处长李家富说。

坚持规划优先。 合肥市结合国土空
间布局、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地下空间利
用， 编制了 《合肥市地下综合管廊规划
（2016—2030 年 ）》，按近期 、中期 、远期
分步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723.6 公里 ，构
建“干—支—缆”相结合的管廊系统，全
面保障城市安全运行。目前，合肥正在开
展该规划修编工作， 以进一步提高规划

的适用性。
规范建设行为。 严格把控管线建设

源头，组织召开由道路建设单位、道路设
计单位、管线建设（产权、管理）单位和市
直相关部门参加的管线综合方案设计审
查会，形成“管线综合一张图”。同时将地
下管线工程建设许可纳入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管理系统， 实施统一管理、 分级核
发， 确保地下管线按审查合格的规划设
计有序施工， 避免了道路施工出现混乱
和管线损伤， 提升了城市地下空间集约
高效利用水平。

制定建设标准。 《合肥市城市地下综
合管廊建设指南》 从技术层面指导全市
综合管廊建设。与此同时，该市还编制完
成了 《安徽省综合管廊信息模型应用技
术规程》等规范，为管廊建设运营提供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截至目前， 合肥入廊管线设计长度
529.19公里， 各类管线共计入廊 370.5公
里， 其中管廊试点项目管线入廊 350.9公
里。 在综合“一张图”中，共织“一张网”。

———共用 “一平台”，
齐下“一盘棋”

“去年 6 月 19 日，监测发现翡翠路
燃气 RQ5220 点位报警浓度达 4.06%
VOL，发现险情后，监测中心立即启动联
动机制，燃气维修人员 15 分钟内到达现
场复核， 确认为管道法兰漏气并及时修
复，避免险情进一步扩大。 ”说起这起泄
漏事件，李家富仍心有余悸。

此前， 合肥市地下管线基本上由各
建设单位多头铺设、各自管理。 20 多种
管线、30 多个职能和权属部门， 现状不
明、“家底”不清。 “重建设轻维护”的管理
模式，往往积小患成大祸。

创新机制。 2015 年 5 月，合肥成立
了城市安全运行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由
合肥市城乡建设局牵头，联合市财政局、
交通运输局、重点局、供水集团、燃气集
团、热电集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
究院等单位组成专项工作小组， 形成了
“政府统筹领导、多部门协同联动、统一
监测服务”的分级联动工作机制，在多家
权属责任单位及时响应、相互促进中，实
现“一家人、一盘棋、一条心”。

智能监管。 2017 年起，合肥市利用

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与清华大学合肥
公共安全研究院合作开展实施了城市生
命线工程， 搭建了相关安全运行监测平
台。该系统在全国率先实现管廊本体、入
廊管线一体化在线监控管理。 “科技赋
能 ， 大大提高了城市管线的整体安全
性。 ”梁光华说。

几年来， 合肥市建立了各类地下管
线及附属设施等数据库， 初步构建了地
下空间数据资源中心， 实现了地下管线
数据采集、“互联网+”移动巡检、数据共
享应用和档案资料归档的全过程信息化
管理。

“创新管理机制后，城市安全监测系
统覆盖范围内的地下管网事故发生率约
下降 60%、 风险排查效率约提高 70%，
有效提升了合肥市城市安全风险防控能
力。 ”合肥市应急管理局一位负责人说。

地下综合管线统一平台监管以来，
为城市生命线一、 二期建设和未来发展
提供了重要信息数据支撑， 有效避免了
地下管线多头管理和杂乱无章， 实现了
城市管线规范建设、科学有序，大大减少
了“马路拉链”和管线事故。

———栽下 “一片林”，
同享“一园春”

“以‘整体监测、动态体检、早期预警
和高效应对’为内涵的‘合肥模式’，开始
加速从实验场走向城市应用场。 ”合肥市
城乡建设局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
该市正加速统筹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建设与管理的创新成果运用。

记者了解到，合肥城市安全生命线监
测系统平均每天处理数据 500 亿条，每月
推送报警信息 92.8条，已成功预警防范燃
气管道泄漏 235 起、供水管网泄漏 81 起。
目前该系统累计为各类工程建设、水环境
治理、 生命线工程建设等提供近 14 万公
里管线信息，节约探测费约 4亿元。

为推广合肥地下管线建设管理创新
经验，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曾在《建设
工作简报》第 16 期整期刊发《合肥市初
步建立地下管线建设管理新机制》，供全
国各地学习借鉴。 国家应急管理部高度
肯定合肥将工程科技与管理科学融合的
创新成果，并总结为“清华方案·合肥模
式”，推荐在全国 300 多个城市实施。

随着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高质量推
进 ，到今年 6 月份 ，合肥基本实现主城
区中高风险区域城市生命线风险监测
预警全覆盖，并拓展延伸至四县一市重
点区域。 到今年底，风险监测预警范围
由城市生命线领域全面拓展至公共安
全 、生产安全 、自然灾害等领域 ，实现
“能监测、会预警、快处置”三大功能，让
城市更加安全。

作为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与管理
的创新成果， 合肥城市安全运行监测系
统运行模式已在 10 多个 “一带一路”国
家、全国 30 多个城市推广，累计实现产
值 30 亿元。

“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有效避免城市公共安全事故，才
能让城市更安全、让生活更美好。”合肥市
一位负责人表示， 该市正在按照省里要
求， 谋划组建城市生命线产业集团公司，
进一步深化“合肥探索”，努力成为城市生
命线产业发展的开拓者和引领者。

“后备厢集市”考验城市治理水平
胡 旭

“后备厢集市”引起热议，被认为是
对城市治理水平的考验。 疫情反复之
下，“后备厢集市”现身城市街头，与就
业市场上的“零工经济”有着相同的存
在逻辑。稳定工作难找，临时性、松散型
工作岗位受到追捧， 干多少活挣多少
钱，也是相对可预期的收入来源。 与新
就业形态相似，“后备厢集市”可以被称
作是经营小本生意的新形态。

不少“后备厢集市”经营者曾经是
拥有固定经营场所的个体经营业者，拥
有较为丰富的经营经验。只是受疫情等
因素影响，客源不稳定，经营压力增大，
于是把店铺经营的经验“转移”到“后备
厢集市”上。可见，“后备厢集市”是一方
低门槛、低成本的创业舞台，也是很多
个体工商经营者的临时性、应急性的经
营场所。

治理“后备厢集市”，务必吃透这种
深刻的背景和逻辑。首先必须看到，这是
一种自救性经营形态， 是不少原本有着
稳定经营收入的经营者被疫情等因素倒

逼而采取的自我救济的经营招数。 一些
经营者还采取直播等经营方式来 “圈
粉”，线上线下联动揽动，把小小的后备
厢“玩”出新的生机和花样。 普通人有上
上智，“后备厢集市” 体现的正是部分小

微经营者逆境求变、 向难而生的韧劲和
活力，理应给予足够的呵护与包容。

“后备厢集市”是一种高度灵活的经
营形态。 越是人气旺的地方，越是“后备
厢集市”首选的经营场地。夜晚那些城市
人流量大的地方， 应该允许 “后备厢集
市”存在。 一些城市专门为“后备厢集市”
划定经营区域的做法， 是一种治理上的
探索，未必能收到预期效果。 因此，划定
区域不能变成限定区域， 将支持性措施
变成变相的限制和管理，否则，将极大遏
制“后备厢集市”目前呈现出的生机。

“后备厢集市”需要进行治理，特别
是对餐饮小吃等经营者更应该管到经营

者本人，守住安全底线。但监管措施必须
跟着人走，可以探索建立“后备厢集市”
经营者的网络申报机制， 实施告知承诺
制等包容性监管模式， 提高办事效率和
治理实效。 部分城市“后备厢集市”的组
织者反映， 到相关职能部门办理报批手
续需要十天半个月时间， 这不仅是作风
上拖沓， 更反映出一些部门对市场主体
和群众焦灼感的疏忽。

对“后备厢集市”的治理，不宜操之
过急，更不能动辄以“影响市容”等为由
仓促下重手治理，否则将伤害经营者积
极性，不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专项行动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本报讯（记者 李明杰）记者日前从
省民政厅获悉，我省积极开展流浪乞讨
人员夏季专项救助行动。 6月以来，全省
已救助各类流浪乞讨人员 2038人次。

入夏以来， 全省各地持续高温，街
面流浪乞讨人员生活状况牵动人心。省
民政厅印发《关于开展第十个全国救助
管理和托养机构“开放日”宣传周活动
暨启动夏季专项救助行动的通知》，自
今年 5 月 27 日通知印发之日至 9 月，
在全省实施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
夏季专项救助行动。 各地民政部门牵
头，公安机关、城管部门参与，救助管理
机构组织，持续加强对街面流浪乞讨人
员的巡查发现和主动救助力度。 6 月以
来 ， 全省已救助各类流浪乞讨人员
2038 人次，其中站外救助 875 人次，提
供饮食、 衣物、 防护物资等救助物品

1845 份， 为 254 人次的流浪乞讨患病
人员提供了医疗救治服务。

针对易流浪走失群体和受助回归
返乡人员，各地救助管理机构积极开展
走访回访。黄山市救助管理站结合夏季
专项救助工作， 对辖区内 20 户生活困
难易流浪走失人员开展入户走访慰问；
桐城市救助管理站建立完善易流浪走
失人员信息库，指导督促各镇（街道）建
立流浪乞讨人员源头治理和回归稳固
机制。 数据显示，6 月以来，全国各地救
助安徽省籍流浪乞讨人员共 1523 人
次，同比减少 701 人次。

省民政厅已及时更新发布安徽省
救助管理机构联系方式及地址 （查询
网址 ：http://mz.ah.gov.cn/public/21761/
121031711.html），方便各地市民及时求
助和反馈救助线索。

有序用电不能“一刀切”

近日，在黄山市委、市政府召开的
智能制造、新材料和信息技术产业企业
家座谈会上，黄山东仁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何敏提出， 随着盛夏到来，
企业生产存在一定用电压力。

“根据上一轮有序用电的通知，我
们公司的生产线将开 1 天、 停 3 天，看
似停的时间不长， 但对公司的影响很
大。”何敏说，公司生产设备及制造工艺
对电力要求特殊，一旦停电，机器需要
提前 8 个小时降温，重新启动时又需要
8个小时升温。 这就意味着该企业停一
次电， 仅 1 条生产线就需要额外停产
16 个小时，直接经济损失 6 万多元。

黄山东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坐
落在歙县经济开发区， 主要生产 PVC
压延薄膜产品，现有 8 条生产线，其中
4 条正常生产。此前，因持续高温天气，

为保证居民用电需求， 该公司接到歙
县开展阶段性轮休用电的通知， 要求
相关企业于规定时间和时段内进行有
序用电。

有序用电能否综合考量企业实际，避
免“一刀切”？ 歙县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 将在下一轮有序用电到来之前，充
分摸排县内企业具体情况，按照“一企一
策”的原则，根据企业生产特性做好预案。

炎炎夏日，用电需求量大，如何一
手保居民生活用电，一手保企业生产用
电？ 歙县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局将利用市场化方式引导企业向主动
“让电”转变，并统筹县内电力供需，精
准安排错避峰措施，同时呼吁全社会节
约用电，共同迎峰度夏保供电。此外，该
县还积极筹划兴建蓄能水电站，千方百
计提升电力供应能力。 （本报记者）

·新闻热评·

就业援助“暖心活动”在芜湖启动

本报讯（记者 沈宫石）7 月 29 日，
根据人社部、民政部、中国残联统一部
署，安徽省就业援助“暖心活动”在芜湖
启动并举办专场招聘会。

启动仪式上，省、市人社部门介绍
了我省 “智慧就业 ”服务平台 、芜湖市
“就业芜优”一体化服务平台就业援助
工作开展情况， 举行临时性专项岗位、
青年见习岗位上岗签约仪式。 同时，针
对就业困难人员、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
群体，举办就业援助“暖心活动”专场招
聘会， 芜湖宣城机场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 60 余家

企业参会，提供低门槛、有保障的爱心
岗位和管理类、技术类岗位 3677 个。

此次就业援助“暖心活动”为期 3
个月。 活动期间，将对援助对象实名登
记建册，对辖区内各类就业困难人员开
展上门走访、精准认定、登记建册，做到
人员底数清、技能水平清、就业需求清、
就业情况清。对辖区内就业援助对象开
展送岗位、送培训、送服务、送政策等集
中帮扶活动，及时掌握就业援助对象的
就业情况、问题困难、意见诉求，帮助就
业困难人员实现稳定就业，确保零就业
家庭动态清零。

怎么建？

怎么管？

怎么用？

·新闻链接·

地下综合管廊， 即在城市
地下建造一个隧道空间， 将电
力、通信、燃气、供热、给排水等
各种工程管线集于一体， 设有
专门的检修口、 吊装口和监测
系统， 实施统一规划、 统一设
计、统一建设和管理，是保障城
市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和 “生
命线”。 建设地下综合管廊，有
利于提高城市地下管线监管效

率和精细化管理水平， 统筹地
上地下建设管理， 推动城市高
质量发展； 能有效解决反复开
挖路面、架空线网密集、管线事
故频发等问题， 保障城市运行
安全， 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和城镇化发展质量。

荨 7 月 30 日， 众多游客在黄山市
休宁县枧潭景区漂流。 目前，该县有
枧潭漂流、徽州大峡谷源芳漂流、三
溪养生河漂流、夹溪河漂流、岭南景
区山泉漂流以及横江山水竹筏 6 处
亲水漂流景区，各有特色。

本报记者 潘成 摄

清凉一夏

荩 7 月 24 日，合肥市民
在阿酋湾水上乐园冲浪、
嬉戏，尽享清凉一“夏”。

本报记者 温沁 本报

通讯员 江河 摄

荨 连日来， 合肥市蜀
山区一家室内滑冰场成

了当地市民避暑休闲的

好去处， 前来滑冰的人
络绎不绝。
本报通讯员 葛庆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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