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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记者再探瓜洲原水厂及取水口，原水指标全合格——
—

扬州自来水质与沉船前一样

仪征原水、
出厂水也未发现异常
南京沉船事故发生后，引发 者赶到扬州自来水公司瓜洲原水

记者 姜传刚

水质与沉船前没两样

市民对自来水水质的关注。在事 厂及江边的取水口，探访最新状
故发生 30多小时后，昨天下午记 况，见证水质监测过程。

红外测油仪“前移”

每半小时做一次加密监测

出厂水未检出原油 〉〉

〉〉

昨天下午 3时，记者来到长江
北岸的瓜洲原水厂。这里从长江抽取
江水，经过处理输送到第四水厂进一
步净化处理后，送往千家万户。
瓜洲原水厂大门进口处南侧，是
水厂化验室，一般情况下由水厂化验
员进行监测。而昨天下午，记者在这
里见到了本在扬州自来水公司总部
办公的该公司水质检测中心主任颜
勇、副主任谢美萍和化验员高俊、徐
建霞。

谢美萍、徐建霞正守在一部类似
打印机的仪器前。“它叫红外测油仪，
昨天下午紧急从水质检测中心搬过
来的，平时一般在中心‘办公’。”谢美
萍介绍说，前天下午得知南京沉船事
件后，中心负责人和骨干立即带着红
外测油仪赶到瓜洲原水厂。因为沉船
事件发生后，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原油
瓜洲原水厂的取水口被拦油绳保护起来 。 姜传刚 摄
对长江水的污染，所以每半小时就对
化验室内，高俊每过几分钟就拧
在化验室靠北墙处，记者还看到
原水中的原油指标做一次加密监测，
开水龙头，用量杯放水后对水嗅了又 一只立方体的鱼缸，里面装满浑水，
昨天才调整为每小时监测一次。
嗅，直到确认没问题后才倒掉。
还有不少红色金鱼在水中游弋。“这
据介绍，这种水质监测方式看似 也是我们创新的水质监测方法之一，
有些土，其实很管用。因为人的鼻子 鱼缸里的水都是用的实时长江水；一
全部符合自来水生产要求
是比较敏感的，能够识出少数仪器无 旦水质有异样，金鱼会有反应。”颜勇
仪器旁的桌面上，记者见到了监 “地表水一般都呈弱碱性，该指标与 法测出的物质。此外，由于仪器的检 说，从去年开始，该中心在两个原水
测表，上面记载着浊度、pH值、石油、 平时一样，没有变化。”颜勇介绍说， 测需要时间，而用鼻子嗅水样，能观 厂、几个生产水厂都设置了这样的监
嗅和味、肉眼可见物共 5项指标。其 浊度等其他指标也都在正常范围。 察到实时水质。
测鱼缸。
中最关键的石油指标，从 0.03、0.04 在润扬大桥以东几百米处的长
到 0.05都有。谢美萍告诉记者，这一 江中，就是瓜洲原水厂的取水口。取
新 华 网 电 13日
指标的国家标准为不超出 0.05毫克 水口周围水面上，被用拦油绳保护了
下午，南京市委宣传部
起来，岸上还安装了视频探头。该探 ︻ 发布消息说，截至目
/ 升，前天到昨天都没超标。
pH值也是考量水质的一项重 头与原水厂监控室连接，取水口的一 相
前，“鑫川 8 号”海轮
关 碰擦南京长江大桥沉
要指标，表格上该数值在 7.8—7.93。 举一动，都在监控之中。
新 没事件未对集中饮用水源水质产 发“南京环保”说，沉船事件发生
闻 生污染影响。
后，江苏省和南京市环保部门已经
︼
当日 16时许，南京市委宣传 按环境应急程序开展调查监测，严
饲养金鱼监测水质
—“南京发布”转 密监控事故点下游最近的南京远
部的官方微博——

5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

〉〉

南京官方微博昨发布——
—

海轮沉没未影响水源

每几分钟嗅实时水样

〉〉
昨天，全省 13个城市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臭氧超标——
—

臭氧近期
频成扬州首要污染物
高温强光作用下，光化学反应产物
下午 2-3点浓度最高，最好呆在室内

昨日，我市空气质量为轻度污
染，PM2.5和 PM10在污染线上下
徘徊，臭氧成了首要污染物。据了
解，近期随着气温上升，臭氧已不是
第一次成为扬州首要空气污染物，
并且在夏季将是“常客”。
专家表示，一般情况下，温度
高、光照强，臭氧生成条件充足；在
一天中，下午 2-3点臭氧浓度最
高，市民最好呆在室内。

空气首要污染物最近有变
不全是 PM2.5，
臭氧也“难辞其咎”

昨日记者通过江苏省空气质量
发布平台获悉，从 10日起，市区 4
个大气自动监测站首要污染物经常
出现臭氧的“身影”，并且时间均集
中在下午。
昨天，全省 13个城市均出现不
同程度的臭氧超标现象，其中下午
2点左右，南通市 5个监测点臭氧
全部超标。
当天上午，我市空气质量均达
良好状态，但一到下午，市区四个监
测点空气质量指数开始上升，除了
市监测站、城东财政所监测站空气
质量为良好以外，邗江监测站和第
四医院监测站均出现轻度污染，其
中第四医院监测站首要污染物为臭
氧，浓度值为 220微克 / 立方米，超
标 9%。邗江监测站虽然首要污染物
为 PM2.5，但是臭氧也同时超标，浓
度值为 204微克 / 立方米。
我市 10日 -12日的空气质量
记录显示，10日、11日第四医院监
测站首要污染物均为臭氧，12日第
四医院监测站和邗江监测站首要污
染物均为臭氧。

臭氧是如何形成的？
高温强光作用
下，光化学反应产物

颜勇表示，目前扬州自来水完
全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许多指标
还远优于国家标准。可能会受沉船
影响的石油指标，也没有在出厂水
中检出，水质与沉船前没有两样，市
民可放心饮用。
扬州自来水公司总经理岳兵介
绍说，沉船事件后，公司立即启动应
急预案，加强水质监测，增加检测频
率；第一时间在取水口设置了 180米
长的拦油绳；吸附原油的活性炭投加
量从平时的 2公斤 / 千吨水，增加到
20公斤/ 千吨水。此外，第四水厂还
预备了 300平方米的吸油棉。
记者昨天还了解到，沉船事件
发生后，仪征自来水公司也加大了
对原水和出厂水的监测，没有发现
水质异常。
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对几个取水口的监测表明，石油数
据与往年没有变化，都很正常。
古水厂源水自动监测
站数据，在事故点水域
及下游沿途设置了 5
个手工取样监测点进
行连续加密监测，同时
组织了沿江各市应急联动监测。这
些监测结果均表明，截至目前，海
轮沉没事件未对集中饮用水源水
质产生污染影响。

昨天 ，许多市民遮面出行 。 司新利 摄

33.3℃！昨天最高气温创今年来纪录——
—

明后降温降雨
入夏有点
“悬”
最高气温低 10℃，本轮晴热暂休

环保部门相关专家表示，一般情
据了解，空气中的碳氢化合物和
况下，温度高、光照强，臭氧生成条件 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在高温、强光辐射
充足；同时，PM10、PM2.5浓度相对 的作用下，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于
较低时，臭氧的浓度指数明显较高。 是就生成了臭氧等二次污染物。
在一天中，下午 2-3点臭氧浓度最
一般来讲，早上开始随着气温升
高。
高、紫外线的增强，臭氧浓度不断增
市最高气温在 32℃，这也意味着我
“空气中如果 PM2.5浓度值较 加，在中午 1点左右出现峰值，之后
市离真正的夏天更近了一步。
低，臭氧就可能超标。因为很多空气 处于高值稳定状态，下午 3点左右达
不过，明后天我市将有一次降水
污染物来源于机动车尾气排放，但臭 到最大值，到傍晚 5点左右随着辐射
昨天，在地面暖高压的控制下， 过程，届时气温将明显下降，其中雨
氧很容易与一氧化碳结合成为二氧 减弱开始下降。在臭氧浓度高的时
化碳。这就意味着，其他污染物浓度 候，大家最好选择在室内，避免可能 我市最高气温狂奔至 33.3℃，刷新今 水最可能在后天出现。预计后天将降
年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预计今天我 至 23℃左右，比昨天低 10℃。
高时，臭氧就消耗较快。”该专家说。 带来的危害。

臭氧对人体有何危害？

超标易致人头痛、呼吸障碍

臭氧具有消毒的作用，还能阻止
紫外线，怎么会成为空气首要污染
物？专家告诉记者，能保护人们的是距
离地球表面 10千米—50千米的臭氧
层，而不是在我们周围游离的臭氧。雨
后的臭氧浓度通常不会很高，持续时
间也不久，所以会让空气变清新。
市大气自动监测室主任谢扬表
示，低浓度的臭氧可消毒，一般森林地
区臭氧浓度即可达到 0.1ppm，但超

标的臭氧则是个无形杀手。
谢扬介绍说，臭氧超标会强烈刺
激人的呼吸道，造成咽喉肿痛、胸闷
咳嗽、引发支气管炎和肺气肿；造成
人的神经中毒，头晕头痛、视力下降、
记忆力衰退；对人体皮肤中的维生素
E起到破坏作用，致使人的皮肤起
皱、出现黑斑；还会破坏人体的免疫
机能，诱发淋巴细胞染色体病变，加
速衰老，致使孕妇生畸形儿等。

哪些场所易产生臭氧

长期从事复印行业人群易衰老

臭氧除了自然形成以外，还有哪 所以复印室存在大量臭氧，并且长期
些场所能够产生臭氧？
反复产生。
“我们室内的复印机在工作时也 “长期工作在复印室的女性容易
会制造臭氧，就是你在复印机工作时 衰老，原因就是吸入了大量臭氧。”谢
闻到的那股奇怪的味道。”谢扬表示， 扬告诉记者，不过，长期在复印机旁
在雷雨季节，闪电会将空气电离，产 工作的人员也没必要恐慌，建议选择
生大量臭氧，但是很快就会消散。人 低排放的复印机，把它放在通风好的
们生活当中，最易产生臭氧的物品就 独立复印室里，使用正规配件并定期
是复印机，由于复印机的机头在工作 保养。
过程中带电，具有电离空气的功效， 通讯员 耕俊 记者 姜涛

名词
解释

臭氧 氧的同素异形体 ，在常温下 ，臭氧是一种有特殊
臭味的蓝色气体 。 它主要存在于距地球表面 20 公里的同温
层下部的臭氧层中 ，吸收对人体有害的短波紫外线 ，防止其
到达地球 。

昨天 33.3℃ 创今年以来新高

前一天夜里睡觉的时候，不少市 3点 16分，我市日最高气温轻松达
民都感觉闷得慌。而在昨天清晨，我 到 33.3℃，刷新了今年以来最高气
—此前我市多次出现 32℃以上
市最低气温已经逼近 20℃大关。日 温——
头升高，我市气温也开始像坐上火箭 的气温，但从未超过 33℃大关。
一样“噌噌噌”往上冲，每小时升温幅
气温为什么上升得如此快？气象
专家表示，因为这几天以好天为主，暖
度达到 2℃。
到中午 12点，气温已经跳跃至 气团又占据主导地位，导致气温不断
30℃。到下午，太阳公公“火力全开”， 上升。

入夏冲刺继续 主要看明后天情况

今天晴转多云，依旧热力不减， 天满足入夏条件，距真正的夏天还有
早晨最低气温 19℃至 20℃，白天最 两天的“考验期”。
高气温 31℃至 32℃。
去年 5月 3日，扬州正式入夏，
前天，我市正式开启入夏冲刺之 迎来 1960年以来最早的夏天。历史
旅，日平均气温达到 24℃；昨天，日 资料显示，扬城平均每年入夏时间在 5
平均气温更是超过 25℃。今天我市 月下旬到 6月初，平均入夏时间为 5
—
最高气温将达到 32℃左右，日平均 月 25日前后，时间上晚于“立夏”——
气温仍很有可能超过 22℃的入夏门 这次扬州能否顺利入夏，就要看明后
槛气温——
—如果这样，我市将连续三 天的气温情况了。

明天起降 6℃ 后天可能迎雷阵雨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随着冷空气
到来，南方降雨将再度发展起来，本
轮晴热天气暂告一段落。预计 14～
18日，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大部地区
将出现明显降水过程，上述地区局地
伴有雷雨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据市气象台 96121预报，未来

两天，扬城受高空槽影响，将有一次
降水过程。预计，明天多云到阴，偏东
风 4级左右， 最低气温 19℃至
20℃，白天最高气温 25℃至 26℃；
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
温 19℃，最高气温 23℃左右。
记者 臧晓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