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调清洗不容小觑 认真负责防患未然
重庆安瑞中央空调清洗有限公司围绕行业新标积极开展服务

办公楼、写字楼、酒店、
商场等公共场所中，空调通
风系统的运行加速了空气
在各个区域、各个楼层之间
的流动，因此中央空调的清
洗和消毒能很大限度地保
护公共场所使用者的健康。

去年 2月 12日，国务
院发布疫情期间办公场所
和公共场所空调通风系统
运行管理指南通告；去年4
月27日，重庆市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疫情防控组
发布了关于重庆市疫情期
间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
指南；去年7月20日，国家
卫健委发布《新冠肺炎期间
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空调
通风系统运行管理卫生规
范》WS696-2020 国家卫
生行业新标准，不断推动中
央空调清洗和消毒工作的
深入开展。

作为专业从事空调清
洗消毒工作的企业，重庆安
瑞中央空调清洗有限公司
（下称“安瑞公司”）深感责
任重大。

保护公众健康责无旁贷

事实上，我国早在2012年就出台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
规范》（WS/T396-2012）等3个国家关
于集中空调的卫生行业标准，对中央空
调清洗消毒作出规范。

中央空调是依靠风道及出风口将处
理后的空气送入房间进行循环使用。由
于风道是密闭空间，室外空气中各类悬
浮颗粒物不能完全被空调过滤装置所阻
隔，建筑物本身的灰尘、人员的病菌、货
物的纤维、地毯的积尘等微细灰尘进入
风道粘附在风道内壁上。风道布置大多
处于建筑物吊顶内，风道内四季温度湿
度较为适宜，且常常成为寄生动物的活
动空间，细菌、病毒等微生物适宜生存。
中央空调通风管道在建筑物中纵横交
错、四通八达，一旦有病毒出现，通风管
道内裹挟病毒的灰尘就会随着空调风吹
到房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为了让公共
场所中央空调能放心用，国家接连出台
措施，我市严加落实，行业积极响应。
作为专业单位的安瑞公司也行动起来，
保护公众健康义不容辞。

深耕行业心无旁骛

WS696-2020是国家卫健委去年
发布的新标准，为行业首次发布并具有
强制性特点，即指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法

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手段加以实施的
标准，有助于提高全社会中央空调清洗
消毒意识。

过去，尽管国家已经出台了各项政
策，要求公共场所的中央空调定期进行
清洗消毒，并且对清洗机构进行能力评
估，但由于不具强制性，我市中央空调
久用且不清洗消毒、清洗消毒质量不高
的现象并不少。多年未进行清洗消毒
的数量并不少，有的单位每次清洗中央
空调但也仅仅限于清洗滤网和通风
口。更多单位是因为空调翅片积尘堵
塞不能正常通风才清洗；即便清洗，一
些业主单位为了节约成本在实际执行
时免不了大打折扣。

安瑞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我市
成立最早的专业公司之一，已从事该
行业13年，清洗消毒风管面积百万平
方米以上，业绩位列我市行业前列。
据该公司总经理李军介绍，2007年成
立之初，由于业主单位对中央空调清
洗消毒意识淡薄，三年未接到一单业
务。但他们不忘初心，始终以不离不
弃的态度对待本职工作。没有业务，
人员技能不足，便派出人员到中央空

调清洗消毒业务开展得较好的北京找
专业公司学习实际操作，并参与一些
项目的学习实践操作，逐步奠定了可
靠的技能基础，继而心无旁骛地开拓
市场，凭借踏实专注的服务在市场中
站稳脚跟。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家、
省、市都对中央空调通风系统卫生作出
反复要求，令公共场所空调清洗消毒意
识明显提高。一些业主单位积极主动
采取行动，而安瑞公司通过踏实专注、
深入细致的服务赢得信任。原先一些
业主以为空调清洗消毒是可有可无的
小事，看到安瑞公司的精心服务，更看
到空调清洗消毒后带来的好处，开始把
空调清洗消毒当成必须有的大事。

WS696-2020强制标准的出台恰
逢其时，将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空调清洗
消毒意识，也将有力地促进行业健康、
规范发展，令安瑞公司更有信心，将继
续深耕中央空调清洗消毒领域。

严把“三道关” 紧绷防疫弦

国家对中央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状

况一直都有着严格的要求。疫情发
生后，安瑞公司及时总结在13年长期
实践中取得的经验，认为只有严把技
能关、质量关、自律关，才能适应国家
对行业的要求。

严把技能关。安瑞公司坚持从技
术运用和实际操作入手，练就扎实基本
功，掌握各类技术要领，逐步形成中央
空调施工的综合能力；以建立 GB/
T19001-2016/lSO9001：2015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为契机，努力培养员工的责
任意识。目前，该公司拥有先进的SW-
WS中央空调清洗消毒机器人专用设
备，解决了人工无法到达的管道内部清
洗消毒问题。某单位中央空调通风效
果很差，有的风口完全没有风吹出，该
单位为图便宜，随便找了家公司清洗下
表面，仍没有解决空调不出风的问题，
甚至加装挂机。找到安瑞公司后，经过
排查，发现表冷器翅片积尘堵塞严重，
散不了热只做了表面处理解决不了根
本问题，他们采用高压雾化清洗药剂方
法将翅片堵塞打通，制冷效果立刻改
善。

严把质量关。中央空调系统设备

繁多、工作原理复杂、清洗消毒难度大，
要对通风管道、风机盘管、新风机组等
进行清洗消毒。清洗消毒前，要对空调
通风系统安装状况以及通风管道材质
进行了解，查阅有关技术资料，才能确
定适合的清洗消毒方法、清洗消毒工具
和设备以及药剂配置的比例。中央空
调风管虽然只有一根风管，但由于风管
有四个面，每个面都要清洗，因此面积
并不少，加上风管的材质不尽相同，清
洗消毒的设备也要分类使用。因此，操
作清洗机器人、打开通风口、清理风道
以及清洗末端设备等工作，都需要有专
业技能的员工进行操作才行。为了达
到清洗消毒后的标准，还必须根据材质
选用适宜的消毒药剂，以避免对人体及
物体表面造成损害形成二次污染，清洗
一栋规模较大的中央空调通风系统并
非易事。

去年夏季，一家业主单位进行中央
空调通风系统的清洗消毒，他们原以为
很简单，随便找了人清洗消毒，结果检
测不合格，细菌超标。后经过安瑞公司
的精心施工，一次性检测达标。

严把自律关。首先按照项目的情
况制定清洗方案。有的业主单位由于
资料不全，提供的通风管道布局、设备
数据不完善或者不准确，在这种情况
下，安瑞公司派出技术人员深入现场逐
项清理摸底，令制定的清洗方案合理、
完善。其次，严格按照清洗方案施工。
施工过程中，坚持做到逐项做好施工记
录，并拍制清洗消毒前后对比的图像等
资料，令甲方能随时监督施工过程及进
度、质量情况。

在开展施工作业时，他们经常遭
遇到末端设备及通风管道有多年都没
有进行清洗、消毒的情况，翅片、管道
中的积尘往往有0.5厘米厚，各类污秽
触目惊心，细菌总数、真菌总数严重超
标。清洗后，管道内洁净如新，风速、
风量显著提高，制冷、制热效果明显改
善，同时还能实现节约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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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国栋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社区，相当
漂亮，各方面都很好，老百姓非常幸
福。大家想不想让我们的社区也变得
好起来？”

“想！”
“大家说干不干得？”
“干得！”
……
这是三年前，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

东正社区一个坝坝会的场景。当时，东
正社区的几条通道每天横七竖八停满
了车，堵塞了消防通道，影响了居民出
行……社区党委书记程家群通过邀请
社区党员、群众代表观看某示范社区的
视频，激发了大家改变社区无序状态的
决心。

正是这次坝坝会，带来了东正社区
的消防安全大改观。当然，程家群一开
始也没预料到，要真正推动这件事会那
么艰难。

火灾隐患突出
痛下决心整改

东正社区是个老社区，长住居民
4800多人。辖区20栋房子中，有18
栋都已入住30年左右。过去，因线路
老化、居民消防意识差等原因，火灾时
有发生。

特别是2016年，社区前后发生几
起火灾，但因为消防通道被车辆堵塞，
影响到消防救援，群众意见很大。

作为社区党委书记，程家群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接下来，通过在社区广
泛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提升居民消防技
能，改造硬件设施，社区防火消防功能
提升取得一定成效。

但是，尽管社区干部磨破了嘴皮，
车辆堵塞消防通道这个“老大难”问题，
依然难解。程家群曾做过统计，最多的
一次，社区几条通道里，乱停乱放了
250多辆车，而且很多还是周边小区的
车。

“必须得有专人、有制度才能根治
这个顽疾。”在坝坝会上得到党员和群
众代表的支持后，程家群与他们一起商
量，细化整治方案。最终，大家一致认
为，社区应划线停车，适当收费，规范秩
序。

随后，社区成立了由党委负责，党
员和群众代表参加的议事会、监事会、

自治管理小组。“两会一组”各司其职：
议事会明确要做的具体事项并调度资
金使用；自治管理小组负责收集居民意
见、划线、协调安装摄像头等；监事会全
程监督工程质量。

通过比较周边的车辆停放费用并
征求大多数居民同意后，社区明确每个
月每个车位收取公共区域占道清洁费
200元，所得收入主要用于社区公益事
业。

一切看似准备就绪，谁知麻烦实际
上才刚刚开始。

直面矛盾纠纷
带领党员冲在前

2018年12月，当社区三条支干道
放下闸杆，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对长
期在这里“免费停车”的车主而言，这无
疑是动了他们的“奶酪”。

于是，堵通道的、撞拦车杆的……
接连上演。不少人也在等着看笑话：

“看你一个女娃儿干得成啥子事？”
“我心头很清楚，我是在为大多数

居民办事。我就是要把这个关乎老百
姓生命安全的事办成！”面对风言风语，
程家群打心眼里不服。

有矛盾，不回避，想办法。程家群
带头冲在前，调解纠纷，接待群众；社区
共有3个门岗，党员上！每个门岗20个
党员，每个党员发动5名群众；买来10
个锁车器，专门整治车辆乱停乱放……

不停地有人来吵架。那段时间，

40多岁的程家群既累又委屈，经常彻
夜难眠，头发白了许多。一个月内，她
染了两次头发。

“程家群为社区居民生命和财产安
全奔走，应该得到支持！”程家群的事迹
感动了大渡口区委、区政府和街道相关
负责人。街道党工委书记到东正社区
接待群众；街道从其他社区抽调一批善
于做群众工作的党员到东正社区支援；
区交巡警支队派出拖车，随时准备拖走
违停车辆……

“如果不坚持，我们就会前功尽
弃。”做了约20年社区工作的程家群，
有股子认准了就坚持到底的“牛”劲。

2019年1月中旬，吵吵闹闹一个
多月后，进入社区的车辆开始按要求在
线内停放。社区也终于安静下来。

“你牛！我佩服你。现在确实好得
多了。”一位之前不支持规范停车工作
的车主，对程家群口服心服，主动缴纳
了公共区域占道停车清洁费。

但事情至此仍只能说成功了一半。

组建党建共同体
合力解决棘手事

当时，入驻东正社区的几个单位以
及相邻小区的1300多辆车，每天都需
要在1号和2号支干道进出、停靠，社
区交通压力仍然很大。2020年，眼看
又到了夏天火险高发期，程家群又坐不
住了。

但是，单纯以社区的名义找这几家

单位谈，大家坐不到一块来。
怎么办？在区委组织部和街道

指导下，东正社区党委牵头，统筹辖
区单位、企业、社会组织的党组织、党
员、网格员等，协商签订共建协议，组
建社区党建共同体，开展组织共建、
党员共管、活动共办、服务共推、治理
共促，共同研究解决区域内的难点、
热点问题。

经过近半年的协商，党建共同体就
企业的停车问题搭成共识：将单位车辆
录入社区车辆管理征信系统，将乱停乱
放且不听劝阻的车辆，纳入“黑名单”管
理，禁止从社区进出；对车位紧张的单
位，社区为其规划出一定数量的车位，
供白天停放，费用减半；党建共同体还
与附近的医院联系，为单位和个人协调
了数十个停车位。此举让单位车辆有
序进出，保证社区道路畅通。

社区收到的公共区域占道停车清
洁费，在各方监督下，投入到社区清扫
保洁、绿化维护、治安巡逻、公共设施维
修维护等方面，小区面貌越来越靓了。

2021年2月20日下午，记者在东
正社区采访时看到，社区的车辆停放有
序，消防通道畅通无阻。志愿者正在社
区各个车辆停放点巡逻督查，网格员在
认真检查消防设施是否正常。

“程书记在前面带头干，群众在后
面跟着干，为社区居民办了件大好事。”
家住社区5栋2号的罗润珍，不住地夸
程家群。

带领党员、群众整治车辆乱停乱放，畅通消防通道——

这个社区书记有股“牛”劲 本报讯 （记者 王翔）20日，在涪
陵青菜头主产区江北街道的田间地头，
到处都堆积着翠绿青菜头。重庆日报记
者了解到，今年青菜头行情特别好，收购
价创历史新高，菜农普遍收入大增，目前
涪陵区青菜头砍收已超过七成。

作为榨菜制作的主原料，涪陵青菜
头种植历史悠久，目前种植面积达到
72万亩左右，形成了榨菜产加销的完
整产业链条，成为涪陵区数十万菜农稳
定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

根据最新数据，2月14日复秤收
购，涪陵青菜头收购价格为1350元/
吨，2月15日收购价格上调到1450元/
吨，个别企业上调到1500元/吨。

“平均下来，青菜头的收购价一斤
0.75元左右，而往年同期，一斤在0.45
元左右。”重庆市农委经济作物处处长
马平说，今年青菜头收购价格高，主要
原因有二——

第一，2020年，由于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除涪陵外，在四川以及我市垫
江等青菜头种植面积较大的地方，一些
农户担心疫情致物流不畅，没有种植青
菜头，加上土地连作因素，全市青菜头
种植面积有所下降。根据最新的调度
数据显示，2020年全市共种植青菜头
185.6万亩，较上年减少4.4万亩。

第二，今年，青菜头种植大省浙江
遭受自然灾害，全国青菜头产量大幅下
降，四川以及浙江的加工企业纷纷到涪
陵来收购青菜头，致使涪陵青菜头价格
大幅上扬。

“涪陵区之所以青菜头种植面积没
有受到影响，在于我们全面推行的‘一
个保护价、两份保证金、一条利益链’利
益联结机制。”涪陵区榨菜产业发展中

心副主任陈林辉介绍，涪陵榨菜集团等
龙头企业与全区197个榨菜股份专业
合作社全面签订粗加工订单生产协议，
合作社按照每吨30元标准向榨菜企业
缴纳履约保证金，企业保证每吨原材料
在扣除各项成本费用后合作社能有
150元-200元利润空间。

同时，合作社又与入社农户签订保
护价收购合作协议，每户农户按每吨
30元标准缴纳履约保证金，协议约定
雨水节气前按最低不低于800元/吨价
格标准对种植农户青菜头进行收购。

在这一利益联结机制保障下，即使
是2020年疫情期间，37家榨菜企业和
197个榨菜股份合作社也主动作为、各
司其职，采取“价格承诺、分散设点、同
价同步”等措施，先后设立收购网点
2000多个，实现了涪陵当地青菜头的
应收尽收，保障了农户的种植积极性，
2020年秋季，涪陵区播种青菜头面积
就达72.9万亩，实现了稳中有升。

现今，涪陵的青菜头砍收已达七
成，而且随着青菜头市场价格的大幅上
扬，农户种植青菜头的收益也跟着大幅
增长。

江北街道李寺村的卢家庆种植青
菜头多年，是当地有名的青菜头种植大
户，在当地进行土地整治后，他家种植
的青菜头面积从2019年的30亩，提高
到2020的60亩。

“今年我是大赚了一笔。”卢家庆
说，他种的青菜头一亩产量大概有3吨
左右，现在还没有全部砍收完，按照现
在1450元/吨的市场价格计算，一亩可
以收入4350元，60亩预计可收入26
万余元，“真正的牛年牛气冲天哦！”卢
家庆笑着说道。

“青疙瘩”成农民致富“金疙瘩”
涪陵青菜头收购价由往年一斤0.45元上涨为一斤

0.75元，种植户收益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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