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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雅菲 刘飞跃
实习生 刘晓旭

玉清湖、鹊山水量稳定
本地水资源总量11亿方

根据济南市供水格局，黄河
水占到了八成以上，剩余是地下
水。济南市每天饮用的黄河水主
要来源于北部的鹊山水库和西部
的玉清湖水库。其中鹊山水库从
大王庙引水，玉清湖水库从北闸
子引水。

据悉，鹊山水库的蓄水量在
4100万立方左右，玉清湖水库的
蓄水量在2780万立方左右，两座
水库总容量为6880万立方，将近
7000万立方。目前两大水库不仅
在向济南供水，每天还不断地从
黄河向水库补水。

近日，济南市城乡水务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两大水库时不时
地都在引黄河水，水位低了就引，
水放多少引多少，始终保持一个
线，所以两个水库的蓄水量保持
恒定，基本不会出现低于警戒线
的情况。”

两大水库每天为济南城区供
水约70万立方，也就是说，即使遇

到黄河断流的极端情况，两大水
库的蓄水量也能至少保证济南三
个月安全供水。

除了这两个水库，济南还有
大量的其他水源地。据悉，整个
济南本地可用的水资源总量有
11亿立方左右，包括地下水和南
部山区的水库，足够保证正常的
城市供水。

此外，根据2017—2018年度的
调水计划，南山大水缸卧虎山水

库将补充长江水1400万立方，到3
月底卧虎山水库蓄水将由2100万
立方达到3500万立方。

卧虎山水库是济南市春天干
旱季节重要的生态、生活及就近
农业灌溉用水最重要的水源保
障。3月12日，济南水库河道水情
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卧虎山
水库从今年1月初的2279 .90万立
方增长到了最新的3251 . 70万立
方，效果逐渐显现出来。

东联供水兼顾东城居民
俩新水厂日均供水20万方

济南的地表水分布不均，北
部、西部较多，南部、东部缺水。
随着济南东部城区发展，生产生
活用水需求量都很大。但之前由
于缺乏其他水源，仅以地下水作
为唯一供水水源。正是在这种背
景下，济南市政府决定建设实施
东联供水工程。

东联供水工程就是利用输水
管道，将西边、北边的水输送到东
边，解决东部供水的压力。每天约
有8万立方的水从黄河北面的鹊
山水库出发，通过东联供水工程
几十公里的管道输送到东部城
区。

记者了解到，东联供水工程
已实现了向黄台电厂、济南炼油
厂、光大环保能源（济南）有限公
司等企业供水。随着凤凰路水厂
2017年上半年投入使用，用水方
式进一步扩大了，兼顾了东部城
区的生活用水。

此外，济南正在东部建设供
水工程和水厂。2018年7月，东部
城区计划开建两座日供水规模均
为20万方的新水厂。一座是东湖

水厂，位于历城区董家街道办机
场路以东、温梁路以北，2019年底
具备运行条件，服务东部城区经
十路以北、绕城高速以东及临空
经济区。

另一座是旅游路水厂，位于
历城区韩仓河以西、旅游路以南、
港沟村以东，2019年9月底将达到
良好运行条件，主要服务旅游路
沿线、唐冶、彩石片区等。

济南市城乡水务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已经列入了2018年
计划，目前两座水厂正在紧锣密
鼓地开展前期工作，其中东湖水
厂预定选址就在东湖水库输水
工程附近，目前东湖水库输水工
程已经完工。”

城市建设坚持保泉优先
确定24条重点渗漏带

对于济南的泉水来说，自然
的气象条件至关重要，有效的降
水和降雪是济南泉水喷涌的首要
因素。从2017年秋冬季开始，济南
的降水便偏少，而且济南南部山
区泉域降水也偏少。

因此，从去年10月份开始，
济南的趵突泉水位就已经降至
28米左右，这种下降一直在持

见习记者 刘晓

上周的预报显示，本
周济南市天气将呈现稳步
上升的状态，12日的春意
融融印证了这一预报，但
是好景不长，任性的天气
又要“耍性子”了。15日，也
就是停暖日当天，伴着一
场小雨，气温再度下降到
最低温4℃，一停暖就降温
的魔咒又将上演。

3月8日，气象专家曾预
测，本周济南市气温将节节
攀高，在14日时突破25℃高
温，泉城济南将比往年早半
月迎来春天。从上周末，气
温便开始了上升的状态，柳
树鼓出了芽苞，梅花争相开
放，让人们体验了一把春天
的乐趣。济南市气象台预
测，本周济南市天气晴到多
云为主，风力较大，气温起
伏明显。

济南市气象台3月12
日16时发布的分县预报显
示，13日的最高气温26℃左
右。13日夜间到14日晴间多
云，南风4～5级阵风7级逐
渐减弱到3级，最低气温济
阳、商河14℃左右，市区及
其他县区17℃～19℃，最
高气温26℃左右。与上周
全市最高气温19℃和全市
最低气温-6 . 2℃(济阳)相
比，气温有了大幅度上升。

然而好景不长，济南
的春天又要开启任性模式

了。15日开始，天气转为阴
天到多云，部分地区将有
阵雨，南风3级转北风4～5
级阵风7～8级，虽然雨量
不大，仅有零点几个毫米，
但是气温会出现明显下
降。而这一天也正好是济
南市法定的停止供暖的时
间。到了16日，天气多云转
晴，北风4～5级阵风7级逐
渐减弱到3级，气温降到
2℃～8℃。17日～19日多
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
北风3级，气温回升。

一直以来，济南市的
法定供暖时间是从1 1月
1 5日开始，直至次年3月
15日结束。根据《山东省
供热条例》明确要求，设
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
应根据气象情况适时调
整供热期限。由于春天天
气变化较大，每年供暖期
结束时，“倒春寒”现象频
繁出现，因此，近年来济
南的停暖时间大多有所
延后。

那么今年“看天停暖”
是否还会延长供暖期？3月
12日，记者咨询了济南市
市政公用事业局，工作人
员表示，目前还没有关于
是否延长供暖期的计划。
不过，可以放心的是，供热
启动和停止都需要一个过
程，所以即使停热，市民家
中的暖气也不会马上凉下
来，而是逐渐降温。

卧卧虎虎山山水水库库俩俩月月
喝喝长长江江水水11000000万万方方
今年东部城区再建俩水厂，划定“四条红线”从源头上保泉

降降雨雨带带来来2200℃大大降降温温

““一一停停暖暖就就降降温温””又又要要上上演演

去冬今春降水量之少为67
年所罕见，济南南部山区水库
水量大减，城区供水和保泉引
发市民关注。记者从济南市城
乡水务局获悉，作为济南城区
供水主体的玉清湖水库、鹊山
水库，目前蓄水量稳定在7000
万立方。济南东部新城今年再
建俩水厂。济南划定了四条红
线保泉，补源减采将同步进行，
一起为群泉解渴。

续，12日趵突泉水位已经下降到了
27 . 85米。对比2003年泉水复涌至
今的同期趵突泉水位，27 . 85米已
经处于橙色预警范围。

3月12日下午4时许，记者在黑虎
泉景点看到，西侧兽头“无精打采”，
当天黑虎泉水位为27 . 77米，已经连
续十几天水位下降。

面对67年来少见的旱情，济南也
采取着积极的行动，从多个层面和角
度对泉水进行保护。其中，在法律制
度层面，去年7月《济南市名泉保护条
例》首次提出“保泉优先”原则，明确

“城市建设和发展应当坚持保泉优
先，突出泉城特色”，将保泉提到了更
加重要的位置。

同时，《条例》还将划定的“四条
生态红线”进行了突出，明确了泉水
直接补给区、重点渗漏带、泉水补给
区和汇集出露区内的山体、河流水系
的保护范围和管控要求，覆盖保护了
整个泉水生态系统，从源头上对泉水
进行保护成为可能。

在泉水重点渗漏带红线划定工

作中，济南经过调查确定24条重点
渗漏带，总面积49 . 569平方公里。
并且将24处强渗漏带划分为核心保
护区、重点保护区、缓冲带保护区三
级保护区。为改善强渗漏带的入渗条
件，济南市相关部门已经制定了《南
部山区重点渗漏带保护规划》，对重
点渗漏带进行严格保护，为泉群正常
喷涌补充水源。

每天近40万方客水补源
举报“偷水”最高奖1万元

从世界维度看济南，泉水是济南
闻名于世界的独特名片。每到天气干
旱的时候，泉水的喷涌状况总是牵动
着济南人的心。制定名泉保护条例，
划定生态红线为保泉打牢了基础，而
调客水来为济南的泉解渴，则为泉水
喷涌提供了保障。

结合南水北调建设的五库连通工
程就是济南市利用长江、黄河等客水
补源工程。目前，济南正通过济平干渠
和玉符河-卧虎山水库调水工程的输

水通道，每日调引近40万方长江水。
其中9万立方通过五库连通工程

对玉符河渗漏带生态补源，长清湖补
源5万立方，兴济河补源5万立方，历阳
湖、历阳河补源约5万立方。在满足当
前生态补水需要的同时，每天向卧虎
山水库调水15万方，作为将来生态补
水、生活用水、农田灌溉的储备水源。

自去年12月27日1时开始，五库
连通工程复兴分水口提闸放水，每天
2万立方向邵而-展村强渗漏带补水，
五库连通延伸工程投用。

同时，济南还在进行着“北水南
调”工程，将大明湖的水通过泵站和
管道引到历阳湖和兴济河附近，然后
沿着广场东、西沟顺势而下，补进城
区河道，实现生态补源。

除了生态补水外，减少地下水开
采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为此，济南
加大了对非法取水行为的查处，减少
地下水的浪费。并且适当提高了举报
奖励额度，对举报查实取用岩石层地
下水的，按照井深规模给予一次性现
金奖励，最高可获得1万元。

近期趵突泉水位一直在橙色预警范围。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3月12日，黑虎泉西侧的兽头无精打采。 本报记者 康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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