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两头，歇中间”
建筑工人错峰作业

5月7日10时许，在海口海秀快速路二期项目施工现场的
钢箱梁舱内，葛卫建戴着厚厚的手套仔细地焊接着钢箱梁接缝
处，虽然还没到正午，但在太阳的炙烤下，舱内已酷热难耐。

钢箱梁舱属于密闭空间，11时许，舱内温度已超40℃。
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流入葛卫建的眼睛，他赶紧用挂在脖子
上的毛巾擦了擦汗，继续焊接。一组接缝焊接完后，葛卫建
走出舱体，喝下几大口凉开水，身上的外套已经湿透。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容量的水杯、厚实的手套、毛巾、长袖长
裤是每个工人的“标配”，因为在太阳的照射下，钢筋非常烫手，工
人们只能戴着手套工作。

“我们尽量避开高温时段施工，一般施工时间是6时到
10时、15时到19时，个别工种的施工时间另行安排。”海秀
快速路二期工程项目经理部现场施工技术主管邢轩告诉记
者，除了错开中午高温时段、给工人更多休息时间外，项目部
还为工人们准备了防暑降温药品。

和海秀快速路二期项目部一样，海口江东新区白驹大道
改扩建及东延长线项目部近日也采取了“干两头、歇中间”的
施工方式。“工期一刻也不能耽误，防暑降温工作同样重要。”
该项目部经理李建强称，为了确保该项目能按期保质保量竣
工，早在10天前，他们就开始调整作业时间以避开午间高
温。通过早晚两头延时的方式，将每天作业时间改为5时至
10时30分、16时至22时。

李建强介绍，作业时间调整，不仅为项目赶工期赢得了
时间，也方便了工人施工。近几日的高温，工地上的大理石
材质的路牙石和钢材变得滚烫，中午时段根本无法直接用手
触碰，但早晚时段这些建材已经冷却。

接受采访时，李建强也没闲着，他和两名同事开着一辆
越野车给工地上的工人送去了解暑的银耳红枣汤。

本报那大 5月 9日电（记者刘
袭 特约记者李珂）5月9日，儋州市
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部署重点项目工
地、中小学的防暑降温工作，计划加
大抗旱保灌溉工作力度，确保干旱镇
村生活生产用水。

会议要求，有关部门要加大对重
点项目工地的检查督导，在做好防暑
降温、确保施工人员安全的情况下，
错峰施工，采取超常规措施，加快重
点项目建设速度。准备充足的防暑

降温药品，及时发放到工地，防止施
工人员中暑。市水务部门要应急调
水，确保干旱镇村的生活生产用水。

位于该市那大镇的儋州市体
育中心“一场两馆”项目今年前 3
个月已完成投资8096万元。5月9
日，海南日报记者在该项目施工现
场看到，塔吊、挖掘机等设备正在
忙碌作业。据了解，为应对高温天
气，该项目已实行错峰施工制度。
负责基坑支护施工、桩间土平整施

工的工人因需要露天作业，每天上
午6时上班、10时下班，午休时间
长达近 6个小时，下午 15时 30分
以后才上班，一直干到 19 时左
右。非露天作业的钢筋加工人员，
按正常时间上下班。

该项目施工方、中国建筑一局儋
州区负责人李晶告诉记者，工地给工
人发放藿香正气水、清凉油和人丹等
防暑降温物品，食堂中餐和晚餐免费
供应绿豆汤。

今年1月以来，儋州持续少雨，
局部地区出现旱情，部分镇村缺水情
况严重。儋州市水务局针对当地多
宗水库水位低于放水涵、无法放水灌
溉的问题，积极筹措抗旱资金，发动
群众抽水、提水灌溉。主动与松涛灌
区管理分局会商，应急调度松涛水库
的水源从松涛西干渠到西干灌区、春
江水库灌区、天角潭灌区。加大松林
岭水库分干渠供水，科学合理调水，
缓解旱情。

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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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防暑降温抗旱工作

应急调水保灌溉 错峰作业防中暑

我省各行业认真做好户外作业防暑降温工作

清凉服务暖人心 点滴关怀鼓干劲 ■ 魏燕

给环卫工人送上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增
加洒水车上街洒水频次，检查学校教室和宿舍的
空调、风扇使用情况……“烧烤模式”下，省内很多
地方、部门纷纷采取防暑降温措施，给人们送去阵
阵清凉，体现了对民生的高度关切。

海南夏天长，高温天气多，做好防暑降温工
作，一向是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日前，
省委书记刘赐贵作出批示，要求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的落实，体现了浓浓的民生情怀。当前这一波高温
天气持续时间长，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认真落实防暑降温措施，不仅考验着政府部门的为
民意识、服务意识，也检验着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
水平、民生保障能力。高度关注，全力以赴，将防暑
降温措施落实到位，把服务保障工作抓实抓细，才
能最大程度地呵护群众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地减轻
高温天气的负面影响。

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需要提前准备、及时行
动。如，保障好水、电、煤、气等物资供应，防止因
相关服务保障不到位给群众增添烦恼；检查劳动
场所防暑降温措施落实情况，为劳动者创造良好
的工作环境和休息条件；督促用工单位及时、足额
发放高温补贴，充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等等。
特别是要排查薄弱环节，消除安全隐患；多关注重
点群体，如露天作业的一线劳动者，更加科学合理
地安排作息时间。

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政府部门不仅要及时主动
作为、科学合理调度，做好大的方面，还要多在细节
上下功夫，进一步把公共服务能力转化为防暑降温
效果。尽量免费向公众开放有空调的公共场所，为
在酷暑中奋战的劳动者送上几个西瓜、煮一锅绿豆
汤……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有时就如一杯杯
解渴的凉茶，可以给高温下的人们送去一丝丝凉爽。

高温还在持续，民生尤需关切。既着眼当前，
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为民之心，落实落细防暑降温
措施，又着眼长远，努力形成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服
务和保障民生的水平。做到这些，就能持续为民生
撑好“遮阳伞”。

为民生撑好“遮阳伞”

本报海口5月9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莫娟 吴明轩）海南日报记者5月9日从南方电网
海南电网公司获悉，连日来持续高温使得我省水
电站发电受到影响，清洁能源互补确保了海南电
网运行安全。截至目前，我省风电、光伏及生物质
能等新能源发电量已达7.72亿千瓦时。

最近，我省连续多日出现高温天气，白沙、海
口等多个市县出现不同程度的干旱天气，受其影
响，水库整体存水不足，海南几大主力水电站齐

“喊渴”，全省水电发力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2亿
千瓦时。在这种情况下，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
通过清洁能源发电互补，平衡省内电力供需，确保
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据了解，由于去年主汛期来水偏枯，汛末我省
许多水库蓄水不理想，各水库年末蓄能值较往年
偏低较多。进入今年后，各水库来水依然偏枯，同
时因干旱导致各流域来水不佳、水电机组出力不
足。今年以来，我省整体水电发电能力比去年同
期大幅下降。

“我们今年加大了清洁能源的发电出力，因此
水电发电出力减少的情况并未对海南电网整体运
行产生太大影响。”海南电网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
心运行方式科相关负责人吴明轩介绍。

今年以来，海南电网公司采取多项超常规措
施促进风、光、气、生物质等清洁能源的消纳。数
据显示，截至 4月底，海南统调装机同比增长
5.5%，海南电网风电、光伏及生物质能的新能源
发电量已达7.72亿千瓦时，同比增加8.7%。风
电、光伏及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发电量的提升，有力
确保了省内电力平稳供应。

根据全省电力负荷预测，今年的负荷高峰将
出现在6月份，为确保全省用电平稳，海南电网公
司全面优化机组检修及发电计划安排，保障电力
充足供应；重点把控涉及用户停电的检修安排，尽
量避开高温时段和重要用电时段，原则上不安排
影响用户供电的计划检修工作，尽最大努力减少
居民停电。

水库蓄水不足，省内几大主力水电站“喊渴”

清洁能源发电“补位”
我省电力供应平稳

电力保障

补水防暑

⬆5月9日，海口市豪苑路的一
个小区启用喷雾降温设备，为居民
送凉爽。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5月9日，在海口市龙华区滨濂
村，电力工人在改造线路的间隙补水。
本报记者 李天平 通讯员 杨永光 摄

本报临城5月9日电（记者张惠
宁 通讯员王逵）连日来，临高县出现
持续高温天气，在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的前提下，该县各重点项目施工人员
坚守岗位，战高温、优工序，加快推进
重点项目建设。

5月9日9时，海南日报记者在
临城镇厚禄排水沟整治工程施工现
场看到，施工单位严格落实防暑降温
措施，合理安排工人作业时间，确保
工人身体健康。

临城镇厚禄排水沟整治工程项

目经理兰立国介绍说，为应对高温天气，
项目部将工人上午的上班时间提前，下
午的上班时间延后，避开午间高温，并
给工人供应绿豆汤、发放藿香正气水。

在临高县人民医院内科住院楼
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忙

碌。项目主体建筑已完成工程量的
90%。项目施工方负责人介绍，近日
项目工地建立了防暑降温工作制度，
合理安排调整工人作息时间，采取错
时施工等方式缩短工人户外作业时
间，确保施工安全。

多个重点项目工地合理安排作业时间

工人错时施工避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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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居民用电“卡脖子”问题

屯昌给6台变压器增容
本报屯城5月9日电（记者贾磊通讯员李泽

炜）5月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屯昌县供电局获悉，
最近屯昌连日出现高温天气，用电负荷激增。为
解决部分区域居民用电“卡脖子”问题，该供电局
对辖区6个公用变压器进行增容。

5月9日下午，在屯昌县供电局电力调度值班
室记者看到，调度人员专注地盯着屏幕，查看电力
负荷的实时变化情况。

该供电局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经理姚法宇介
绍，近日，屯昌用电负荷激增，屯昌县供电局抢抓
时间对6台负荷突增的公用变压器进行增容。近
期，该供电局还将陆续对16台公用变压器进行增
容，以应对高温导致的台区负荷激增情况。

高温的炙烤和负荷的激增对电力设备也是一
次考验，为了做好设备状况的监测，屯昌县供电局
输配电管理中心组织工作人员夜间外出巡查，给
设备测温，掌握设备运行状况，及时做好维护保养
工作。

定安

一碗绿豆汤
炎夏送清凉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大伙快来喝一碗绿豆汤！”5月
9日16时许，在位于定安县新竹镇的
定安新世纪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项
目施工现场，工地的伙房大姐给正在
户外施工的工人送去一份清凉。

“这一碗绿豆汤下肚，整个人爽
快多了。”工人卢永亮端起一碗绿豆
汤一饮而尽，擦干额头上的汗珠，又
返回了岗位。

定安新世纪装配式建筑产业基
地项目是我省重点项目之一。项目
现场施工负责人林康贵介绍，今年
春节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该项
目3月中旬才复工，对项目建设进
度产生了一定影响。为了抢工期，
项目施工方增加人手，目前已实现
满负荷施工。

林康贵说，工地最近为工人准
备了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茶水、
绿豆汤不限量供应，确保工人身体
健康。按照计划，该项目一期今年
底将建成投入试运营。

（本报定城5月9日电）

战高温·市县在行动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张期望 郭萃 林诗婷

“你看，现在作业面上人开始多了，再过一小时会更多。”5月9日16时许，在海口江东新区白驹大道改扩建及延长线项目工
地，随着太阳逐渐西垂，项目工地上的热浪也逐渐消退，工人们重新走上岗位开始争分夺秒施工。

近日，海南持续高温天气，许多人躲进了空调房，但不少行业的劳动者因岗位特殊性，依然在户外工作。我省各级政府部门和
用人单位积极落实防暑降温措施，为户外劳动者送清凉，让他们感受到了浓浓关怀。

配湿巾、装风扇
景区送清凉有一套

5月9日13时许，阳光正烈。三亚蜈支洲岛景区电瓶车
部员工杨颖路开着电瓶车将游客送达环岛游终点站后，在站
点等待区换班休息，一边吹着风扇，一边用冰镇湿巾擦汗，

“每天11时到14时是游客登岛高峰期，也是太阳光最晒的
时候，对于我们户外工作者来说，能在休息间隙吹吹凉风、用
湿巾敷敷脸，真是太舒服了！”

蜈支洲岛环岛游线路长达5.7公里，游客多时，杨颖路得
每天开着电瓶车跑十几圈。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观光游
览体验，车上并无遮阳帘。高温下，电瓶车上如何降温？“景
区给每辆电瓶车加装了3台风扇，并给工作人员配备了帽
子、冰丝袖套、防晒外套，开车时有风扇送风，即便在正午，也
觉得凉快了许多。”杨颖路说，他们部门的员工每隔5天还会
轮岗一次，所以有时他会在室内游客大厅负责讲解、指导游
客买票等工作，不用每天晒太阳，身体也能得到调整放松。

对于蜈支洲岛景区海岛顾问包丽丽来说，最令她期待的
“防暑降温神器”是景区提供的冰镇饮料、饼干、冰块，“我的
工作主要是带游客参与潜水、海上项目，在等待游客游玩的
间隙，可以在海上平台阴凉处休息，享用冰镇饮料和饼干，迅
速补充能量。此外，景区还设置了喷雾降温设备，码头也开
了喷泉，是降温最好的方式。”

17时许，蜈支洲岛景区绿化部主管高世燕结束了一天
清扫路面、处理垃圾的工作后，回到工作休息间，享受空调冷
气。她的工作台上，景区提供的下火茶、藿香正气水等防暑
用品一应俱全，“这些天气温高，户外工作难度加大，我们采
取轮班制，每三四十分钟休息一会儿，随时补充体力。此外，
景区不仅为我们配齐了防暑用品，还在食堂给我们供应降火
绿豆汤，降温工作做得特别贴心。”

（本报海口5月9日讯）

绿豆汤随喝随有
环卫驿站防暑饮品齐全

“凉么？”5月9日11时30分，在海口龙马环卫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马环卫）位于海口市金牛路上的环卫
驿站，还没见人，先闻其声。

“凉啦，这一锅是早上7点就煮上的。”眼见环卫工人陈
羽从楼梯处大步流星地走上来，龙马环卫四片区经理徐小丽
麻利地盛出一碗绿豆汤，递到陈羽手上。陈羽仰头一口气喝
下：“凉快，舒坦。”

从两人的对话明显可知此类场景已成常态。原来，自4
月中旬以来，龙马环卫便已启动了防暑降温工作，该公司在辖
区公厕、转运站设置的6座环卫驿站配备了烧水壶，每天有专
人负责烧水、煮茶、熬制绿豆汤，让环卫工人们“随喝随有”。

“我每天早上六七点到驿站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熬绿豆
汤、煮忧遁草茶。”徐小丽指着面前的木桌说。海南日报记者
看到，木桌上摆着已经煮好的两锅绿豆汤和一大壶忧遁草
茶，空调的扇叶被徐小丽特意打下来，风正好对着凉饮，“大
家来这个点倒垃圾时，就可以上来喝碗绿豆汤或茶。”

12时许，龙马环卫海垦段副队长陈梅芳来到环卫驿站，
拎起装满茶的一个大壶往楼下走：“我给大家送茶去。”

每天5时至23时30分，环卫工人们“三班倒”干活，龙马
环卫便专门安排管理人员备好一壶茶，让他们一边巡查街巷
卫生，一边给环卫工人送茶水。

记者随陈梅芳来到金垦路。环卫工人符里寨正在一个
商铺门前打扫卫生。“阿寨，歇一歇。”陈梅芳一边说，一边为
符里寨倒了一杯茶水。符里寨扯开防晒面罩，很快干完了一
杯：“好喝，有点甜味。”

符里寨告诉记者，自己每天15时许去金牛路上的转运
站倒垃圾，趁着这个机会，她会花上几分钟时间去旁边的环
卫驿站喝两碗绿豆汤。

喷雾降温

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