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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彭娜 见习记者 赵
莹 实习生 童楚翘）这两天，微信朋友圈

“川A牌照越野车乱扔垃圾”的视频被大
量转发。有关报道显示，事发地不在青
海，但乱扔垃圾的问题引起了众多青海
人的关注。

视频显示，一辆川AR8N82牌照的白
色越野车在高速路上缓慢行驶，越野车
右侧车窗有人递出一个装满垃圾的黄色
盆子，将垃圾扔在路边，路面上留下了一
堆纸屑。视频是该越野车后面一辆汽车
上的乘客拍摄的。

许多人转发该视频并留言谴责。不
少网友认为，该视频内容发生在青海境
内，纷纷留言“请不要把垃圾留在这片净
土”“青海并不欢迎你”“真是太丢四川人

民的脸了”。
记者查询有关报道发现，此事不是

发生在青海，但西宁也曾发生过类似的
事情。2014 年 10 月 12 日，西宁市民王
先生驾驶车辆行驶到昆仑桥时，前面车
上有人从车窗里扔出一个奶茶杯，一会
儿又扔出鸡蛋壳，一会儿又扔出塑料
袋。几个塑料袋被风吹到了王先生的
前风挡玻璃上，他猛踩刹车，撞到了前
面的车，后面驶来车没反应过来，撞在
了王先生的车后保险杠上。幸运的是，
车辆行驶比较缓慢，几辆车受损不是很
严重。

正值旅游旺季，西海都市报呼吁：文
明驾驶，绿色出行，美好环境需要每一个
人的细心呵护。

川A越野车乱扔垃圾视频引关注

信步湟水河畔，您可曾想到，这清澈
的河水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西宁市的各
大污水处理厂生产的再生水。

“我们生产的工业用水，如果再上一
套食品级杀菌设备，水质就和瓶装纯净
水一样了。”8月 6日，西宁市第一再生水
厂厂长魏奇说。谁能想到，这个标准高
于自来水的工业用水，其原料水是来自
污水处理厂处理过的尾水，水质连劣标
Ⅵ类都达不到。

西宁市是缺水城市，建设幸福西宁，
打造宜居城市，离不开水生态文明建
设。随着南川河、北川河、湟水河的巨大
变化，西宁市民感叹着政府在水环境建
设方面的大手笔，但鲜有人知道，西宁市
委市政府在水循环利用方面做出的努
力。为此，记者带您走进西宁市第一再
生水厂，看看我们日常用过的污水，最终
会流向哪里。

再生景观用水：
为湿地源源不断地补水

“我们厂的原水（原料水）是西宁
市第三污水处理厂处理完的尾水，是
劣五类的水，一般都是直排河道。我
们引过来，作为再生水的生产原水回
收利用。”厂长魏奇指着一个水池里有
些浑浊的水说，“生产出的再生水分为
两部分，一部分是工业用水，一部分是
景观用水。”

在这里，原水要经过四道深度处
理后，才能达到景观用水的标准。首
先，原水引入到曝气生物滤池中，经过
生 物 滤 污 杀 菌 后 流 向 混 合 反 应 沉 淀
池，在沉淀池的底部排列着一块块倾

斜的板子，水从底部上来后，由于斜板
阻力，水中大颗粒的杂质或悬浮物就
会沉淀下去。

第三个水池是再生水池，工作人员
开辟出一块试验池，在池里种了四排水
生兰花，模仿湿地生物处理法。从连续
监测一个多月的水质数据来看，种了水
生兰花的水质常规指标，如氨氮、磷等都
低于其他池子。最后被处理的水来到微
型重力滤池，和家里养鱼用沙子过滤脏

东西的原理一样，重力滤池的下面是
三层粗细不同的石英砂，再次过

滤水中的杂质等。
经过这四级沉淀、过滤、

杀菌、再生处理后，水质已
经达到了城市景观用水
的标准。在西宁市第一
再生水厂，每天都要生
产 8000 吨的景观用再
生水，主要用于道路
浇洒、绿化、喷泉、公
园 里 的 湖 水 补 充 等 。
目前，再生水厂的景观
用水主要是给宁湖湿地
补水，以及东川工业园区

的道路浇洒。

再生工业用水：
水质标准高于自来水

景观用水的四级处理步骤，对于

工业用水的生产来说，只能算是前置
预处理。要达到工业用水的标准，就
要用到海水淡化的主要设备、也是目
前国内主流的设备——超滤和反渗透
设备。

和生产景观用水用到的各种大水池
不同，生产工业用水的厂区干净整洁，左
边是超滤设备，右边是反渗透设备。一
台台由各种管道组成的净水设备，整齐
地排列在生产车间的两边。

“你看，这个水干净吧。”厂长魏奇打
开一根连接设备的细软管，用手接着流
出的清水说。“这个水比自来水的标准还
高。我们采用的是国际上先进的膜法处
理技术，也是海水淡化的主要设备。其
实和市民家里用的净水机的核心技术原
理是一样的，但这里是达到工业化生产，
比家里净水机的杂质截留还要高，能达
到 99%。”

就拿水的电导率来说，是工业用水
的一个重要指标。魏奇说：“纯水是不导
电 的 ，水 之 所
以 导 电 ，是 因
为水里的离子
较多。电导率
越 低 ，说 明 水
里存在的离子
越少。自来水
的电导率一般
在 300 至 500，
再生工业用水

的电导率稳定在 50 以下。东川工业园
区内多为生产多晶硅、单晶硅、铜箔等企
业，本身对生产水的水质要求比较高，要
求水的电导率在 10以下。”

这时候，有人要问了，既然再生工业
用水的标准比自来水还高，那么能饮用
吗？答案是不能。从再生水的定义上就
能看出，再生水也称为中水，水质介于污
水和自来水之间，是城市污水、废水经过
净化处理后达到国家标准，能在一定范
围内使用的非饮用水。

“我们的工业用水，如果再上一套食
品级杀菌设备，水质就和瓶装纯净水一
样了。”魏奇说，“由于工业企业对生产
用水的水质非常严苛，所以生产出来的
再生工业用水中，连钙、镁等都没有，二
价以上的离子也都过滤了，这个水太干
净了，人喝了后一点好处都没有。但是
工业上用却很好，首先肯定不结垢。”

西宁是缺水城市：
致力于让再生水成为“第二水源”

西宁市中水回用主要是城市绿化用
水、浇洒道路用水等城市杂用水、工业用
水。已建成投运第一再生水厂、第四污
水处理厂配套中水、第五污水处理厂配
套中水三座再生水厂，设计生产再生水
能力为 7.5 万吨/日，其中景观水 4.8 万
吨/日、工业水 2.7万吨/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两年再生
水越来越受重视，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
使用再生工业用水。魏奇说：“最早的
时候，只有亚洲硅业一家在用再生水。
后来，青海电子材料企业也开始使用再
生工业用水。今年，我们已经和金阳光
电子、中利光纤、诺德等三家企业签订
了用水协议。”为此，企业已经配套 5.4
公里管网 ，专门给园区的工业企业供
水。

西宁市第一再生水厂正在源源不断
地为宁湖湿地补水，西宁市第四污水处
理厂为海湖新区湿地的景观用水供水，
西宁市第五污水处理厂供北川湿地景观
补水及绿化用水……我们看到，西宁市
正致力于加快再生水利用步伐，致力于
让再生水成为西宁这个重度缺水城市的

“第二水源”。

西宁让再生水成为“第二水源”

城市污水净化后源源不断为湿地补水
本报记者 魏金玉 文/图

沉淀池里种植的水生兰花。

从净水设备中流出的再生水清澈干净。

根据《青海省省管干部任前公示办
法》规定，现将拟提任的干部公示如下：

乔健，男，汉族，1960 年 10 月生，中
共党员，在职大专学历。现任青海省高
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拟提任正厅级领导
干部。

程国勋，男，汉族，1963 年 9 月生，中
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青海省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拟提任
省管企业正职。

王勇，男，汉族，1964 年 6 月生，中共
党员，大学学历。现任中共海西州委常
委、格尔木市委书记，拟平级转任重要领
导职务。

熊元来，男，汉族，1971 年 11 月生，

中共党员，在职大学学历。现任中共河
南县委副书记（正县级），拟提任县委书
记。

公示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11 日至 8 月
17 日。公示期间，请各界干部群众通过
来电、来信、来访、网上举报等形式，署名
对公示对象的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
情况和问题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
反映。

地址：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
督处（邮政编码 810000）

举报电话：（0971）12380
举报网址：http://www.qh12380.gov.cn

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
2018年8月10日

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