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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栓无水，这些小区咋回事？ 》追踪

信息时报讯（记者 庞泽欣 李丹 通

讯员 粤交集宣 沈甸 岳宜互 ）

3837盏

灯，刷一下全亮了！ 昨日，虎门二桥项目

实施全线调试亮灯， 在夜色中分外明

亮。 据悉，目前虎门二桥项目施工已进

入尾声，预计在4月5日前通车。

美轮美奂！ 3800多盏灯照亮全桥

夜幕下，虎门二桥项目两座超千米

级大桥， 横跨珠江大沙水道和坭州水

道，在3800多盏桥面和景观照明灯的映

射下，流光溢彩、五彩缤纷，宛如一条熠

熠闪亮的巨龙。

大桥全线采用桥梁方案，包含两座

超千米的世界级跨江特大桥，分别是主

跨1200米的大沙水道桥和主跨1688米

的坭洲水道桥，坭洲水道桥建成后将成

为世界第一跨度的钢箱梁悬索桥。 大桥

照明工程主要分桥梁道路照明和主桥

景观照明，其中道路照明采用分布式智

慧节能供电系统。 全线共设643杆12米

高单臂钢杆路灯， 灯杆布设间距25.6米

（主桥钢箱梁段）

和30米

（引桥段）

，两侧

对称布置。

虎门二桥项目公司副总经理李彦

兵介绍，“两座悬索桥共设1540盏星光

灯和1628盏投光灯，分别用于勾勒主桥

轮廓和凸显主塔及吊索的轮廓。 同时，

两座悬索桥还设了26盏玫瑰灯，主要作

用为向上发散簇状光柱，构造莲花般灯

光场景”。

大桥的照明系统由643盏路灯和

3194盏景观灯共同组成，南方电网广东

东莞供电局承担大桥道路及景观照明

的供电任务。 李彦兵说，“通车运营期

间，道路照明将定时开启，景观照明将

在节假日或特定时段开启。 ”

大桥全面应用LED灯具，在保证照

明的前提下尽可能节省能耗。 为保证灯

具的使用寿命，所有灯具必须通过1000

小时的烟雾测试， 确保使用寿命达

50000小时。 据了解， 路灯为12小时照

明， 每天晚上6点至次日早上6点亮灯；

景观灯计划在节假日时， 每天亮灯4小

时，每天晚上6点至10点亮灯。

全国首次！ 5G技术保障电力供应

在大桥电力供应保障工作中，5G无

人机智能巡检应用精彩亮相，这在全国

尚属首次。

在5G网络的支持下，新一代电力应

急通信保障车为保电作业提供了一种

移动式、高速、即时的数据传送方式。 东

莞供电局负责人说，“以往无人机巡线

人员在作业后，需将记录内容拷贝出来

进行分析，费时费力，而通过5G技术，至

少压缩了4小时的数据人工拷贝时间，

大大提高保电巡视工作效率。 ”

3月18日，大桥完成主线最后450米

铺装工程，标志着大桥主体工程路面连

成一体。 虎门二桥项目是粤港澳大湾区

核心区新的重要过江通道，路线起于广

州市南沙区东涌镇，顺接国道主干线广

州绕城高速公路南环段，同时与广珠北

线高速公路连接， 经广州市南沙区、番

禺区、先后跨越珠江大沙水道、海鸥岛、

坭洲水道后，穿越虎门港进入东莞市沙

田镇， 终点与广深沿江高速公路相接，

并预留与规划中的河惠莞高速公路接

口。

目前，项目进展顺利，土建主体结

构基本完成，伸缩缝安装、机电及交通

安全设施安全等各项工序正在进行最

后的冲刺。 项目负责人表示，“如不受雨

水干扰，预计清明节前建成通车。 ”

虎门二桥项目建成通车后，从广州

南部到东莞的路程可缩短10公里，比现

在缩短约半小时车程，将大大缓解珠江

口东西两岸的繁忙交通，为粤港澳大湾

区互联互通打通新的动脉。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员 公交宣 ）

昨日上午， 由

广州羊城通有限公司全力打造的

“情满羊城” 党建品牌启动仪式

在广州举行。

记者从现场获悉， 在羊城通

转型升级上， 将实现由传统的交

通“一卡通服务” 到“科技+互

联网/支付服务” 的转型， 实现

“一卡通” 到“城市通” 的升级。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 羊城

通、 岭南通成为湾区公共交通一

卡通应用技术载体， 实现大湾区

“一票式” 联程和“一卡通” 服

务。

公交集团岭南通公司副总经

理徐锋表示，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的推进， 羊城通也会考虑通

过技术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羊城通

“互刷”。 “香港居民来到广东，

可以刷他们的交通卡坐车， 广东

人到了香港澳门， 也可以用羊城

通坐车。 我们设想用最优的方

案， 让大湾区居民无需换卡， 就

能实现‘互刷’。”

记者了解到， 截至目前， 羊

城通发卡量突破 8856 万， 公交

乘车码超过 2000 万注册用户 。

羊城通还成立了创新研究院， 大

力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 实现

粤港澳智慧出行、 智慧生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罗阳辉

通讯员 消宣）

消防水被称作“生命水”。

昨日信息时报报道了广州一些老旧小

区存在消防栓没水的问题引起市民热

议。那消防栓在灭火救援中发挥什么作

用呢？老旧小区消防栓没水的解决难点

又在哪里呢？

老旧小区消防设施改造很麻烦

据消防设施公司相关负责人周先

生介绍，一个小区的消防系统，一般配

备5大系统，“消火栓系统、 自动喷淋灭

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防排烟系

统、气体灭火系统等。当然，细分的话还

有更多。 ”周先生说，比如火灾漏电报

警、防火门监控、应急照明，防火门等则

是属于消防中的小系统了。

老旧小区消防系统改造难不难呢？

在周先生看来， 改造费用比新造费用

贵，“比如5大系统， 新造费用大概一平

方70到100元， 但改造的话要看原来的

系统是什么状况，那就不好估算了。 ”

周先生坦言，老旧小区的消防改造

很麻烦，“一个是原来管道规划跟不上，

消防设施基本不能用，相当于整个系统

瘫痪了， 那需要重新铺设管道线路，很

费人工。 ”周先生说，另一方面供水的问

题不一定能够解决。

周先生说，火灾报警系统只是起到

预警作用，真正灭火还是靠水泵房泵水

上去的。 一个消防系统非常核心的两

块，一个是蓄水能力，“一般一个高档小

区蓄水池起码达到500立方， 这个很多

小区都做不到。 ”周先生说，另一个是水

泵系统的稳定性。“消防系统是一个常

高压系统， 一个住宅楼如果高一点的

话，整个管网压力达到8公斤，相当于80

米的水泵扬尘。 ”而自来水的管网压力

是1到2公斤。

建议建立微型消防站

周先生告诉记者， 假设一栋9层高

住宅楼，一层4户人家，一层面积400平

方米。 按照最基础的一般配置两个设

施，一个消火栓，一个是公共部位配火

灾自动报警。 一套栓1000元，9层楼9个

是9000元，“9层楼的报警设备也不贵，

一般整栋楼几万块钱可做下来。 ”周先

生说，后期维护按照面积算的，9层楼面

积共3600平方米，“1平方2块钱，那一年

维保费用大概是7200元。 ”

周先生认为， 老旧小区的管道铺

设、供水的问题如果无法解决，只能折

中处理，跟当地的消防主管部门建立联

动预警机制，建立微型消防站，“起码可

以灭初期火，为消防员争取救援时间。 ”

虎门二桥全线亮灯 拟下月5日前通车

5G无人机智能巡检应用亮相，属全国首次

消防设施不健全问题出在哪？

老旧小区受管道铺设和水源制约

平安广州志愿服务总队

队长邓跃晖介绍，消火栓套装

一般由消防箱+消防水带+水

枪+接扣+栓+卡子等组合而

成，消火栓主要供消防车从市

政给水管网或室外消防给水

管网取水实施灭火，也可以直

接连接水带、水枪出水灭火。

邓跃晖说， 人们普遍认

为， 只要消防车到达火场，就

可以立即出水把火扑

灭。 其实不然，“消防

车自备水不多，一

般是 3 吨到 5 吨，

而且现在很多都

是半箱水半箱泡

沫，因此消防车在

灭火时也急需寻找

水源，这时，消火栓

就发挥出巨大的供

水功能。 ”

释疑

消火栓有何用？

羊城通计划在

粤港澳大湾区

实现“一卡通”

虎门二桥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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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盏灯点亮，流光溢彩。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