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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07C
效益好的不愿移交，效益差的没人愿要

供热公司“一统”自管站相当难
本报记者 张召旭 杨淑君

“人家直供的小区都热，这几
年我家一直都不热。”龙山小区居
民马先生说，别的城市都在探讨将
自管站收回的问题了，聊城一直还
是物业管，不热的时候多怀疑是不
是他们调整了阀门。

凤凰新城西区居民李女士说，
物业按照使用的总热量给供热公

司交取暖费，向用户收钱时却是按
照房屋面积收。“一个小区好几百
户居民，可能物业关关阀门，就省
不少热量。”她说，即使物业不会关
阀门，但是又没人监管，到底关没
关谁也说不清楚。

聊城市供热办工作人员说，即
将过去的这个采暖季，居民反映最

多的就是暖气不热的问题，并且这
些居民居住的小区多是物业接管
的自管站。“居民意见大，要求让供
热企业收回自管站。”

城区一家供热公司供热负责
人表示，自管站移交最大的障碍就
是资金问题。“自管站的产权都不
属于供热公司，如果要移交，把整

个产权移交给我们还是只有我们
派人管理，这都得需要政府出台具
体政策。”该负责人表示，现有的自
管站多因年久失修管网老化，如果
把产权移交给供热公司的话，维
修、更换设备就得需要大量的资
金，这部分钱由谁来出？如果单纯
由供热公司出显然是不可能。

暖气不热自管站被怀疑“偷热”

城区一家供热公司工作人员
表示，目前城区一共有 400 多个自
管站，其中归供热企业直管的仅有
50 多个，很多自管站都是物业公
司管理的。聊城城区自 1998 年集
中供暖以来，还没听说过有自管站
移交给供热公司的事例。“现在自
管站都是小区物业购买供热企业
的蒸汽，通过自己的换热泵，把蒸
汽转换成热水供给居民。”该工作

人员表示，供热企业只按蒸汽的流
量收费，因此自管站供热能省就
省。“供热企业和自管站是买卖关
系。”该工作人员也表示，自管站都
是独立的产权单位，供热企业根本
没法监管。

聊城市供热办工作人员表示，
自管站难以监管是个老大难。“如
果居民想移交自管站，可以先成立
业主委员会，业主一致同意后可以

找供热公司协商此事。”该工作人
员表示，按照《山东省物业管理条
例》，住宅小区内的供热应全部移
交给供热企业，按照条例规定，应
该由社区所在市级人民政府制定
具体移交的实施细则，然后进行移
交，但聊城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移交
细则。

该工作人员同时表示，自管站
移交并不能彻底解决所有问题。

“物业管理自管站有问题，移交给
供热企业后，所有问题也不能全
部解决。”该工作人员说，物业赔
钱有很多因素：自管站设备情况、
供热设施的工程质量状况，会不
会出现跑冒滴漏等严重影响供暖
效果的问题。该工作人员认为，自
管站归谁管理不是关键问题，最
重要的是怎么提高各小区的供暖
效果。

移交自管站有规定但无细则

本报聊城 3 月 8 日讯(记
者 杨淑君 张召旭) 一连
好几年冬天，家里暖气都不达
标；采暖季还没结束，家里暖
气就停了……谈到供暖，您是
否正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本月
15 日，这个采暖季就要结束
了，您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可
以 拨 打 本 报 问 暖 热 线
8451234 ，谈谈现在面临的供
暖问题，也可以聊聊对下个采
暖季的期盼。

“距离供暖结束，还有一
个多月呢，家里暖气竟然不热
了。”老农校家属院居民马先
生说，小区里也没贴出通知，
物业也说“不清楚”。这个春天
冷冷热热，气温一直不稳定，
他和老伴年纪大了，就害怕这
暖气供得不稳定。

朝阳花园小区居民赵先
生说，自己在这个小区买的二
手房，原来的房主一直没住
过，过去的这个冬天还是第一
次供暖，却发现墙体有点裂
缝，靠近暖气的墙体还被熏黑
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家里暖气年年都不热，
真是愁死了。”提起家里的暖
气，铁路安民小区居民李先生
很头疼：暖气费年年不少交，
一到冬天老人孩子都喊“冻得
慌”。

凤凰新城的杨女士则说，
暖气不热，物业人员一叫就
来，人家一修就好点，走了之
后又不热了。“不好意思老麻
烦人家，可是这家里不热实在
没辙。”

开发区东苑小区居民王
先生说，去年都到供暖季了，
才开始维修供暖管道，从 4 月
到 10 月那么长的非供暖季
节，居民、物业和供热公司都
在做什么？

您是否也面临暖气不热
的问题、或者小区明明用的地
热井，却按照统一供暖的价格
交费…… 2011 年至 2012 年
的供热季马上结束了，您对下
个供暖季有啥期待和建议，不
妨拨打本报问暖热线 8451234

来说说。

本报聊城 3 月 8 日讯(记者 刘
铭) 3 月 7 日下午，刚刚参加完全国
学前教师教育中专教材编写工作会
议返回学校的 18 名老师聚在一起，
畅谈编写感受，这是聊城幼儿师范学
校首次如此大规模地参加全国教材
编写。参与教材编写的该校美术老师
张克顺表示，今年的教材编写特意将
书法列入其中，这在全国尚属首次，
明年的幼师教材将出现书法课。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校长林敬华
介绍，3 月 3 日上午，全国学前教师
教育中专教材编写工作会议在广东
江门幼师拉开帷幕，来自全国 20 多
个幼儿师范学校的 150 多名幼儿教
育专家、学者和学科骨干教师参加了
此次编写工作会议，其中聊城幼儿师
范学校有 18 名老师参加，这是学校
首次大规模参与教材编写。

“当前，幼儿教师培养逐渐向高
层次学历发展，但现在及今后很长一
段时间内，培养的中坚力量仍然是中
等幼师学校，因此，编写一套适合全
国幼师学校的教材成为首要解决的
问题。”此次教材编写工作会议历时

3 天，主要确定了编写大纲和体例，
确定编委和分工，确定制度与进度
等。聊城幼儿师范学校教师参与了包
括语文与社会学科在内的 16 个学科
的编写工作。

该校美术教师张克顺说，书法课
教材由 5 位老师编写，因为不提倡幼
儿园孩子练习写字，但还必须开这门
课程，因此提出写字的内容主要提高
在校生的能力和基本水平，而与幼儿
园教学衔接方面，提出了一个新思
路，也就是学前教育创意书法的开
展。“这个思路不是让孩子写、练书
法，而是让孩子玩书法。”

张克顺介绍，对于幼儿的书法可
分为几个内容，如象形文字和画字结
合起来，让涂鸦成为一种书法游戏，
并提出枸字形书法游戏，或树皮拼字
等，让孩子在游戏中接触书法、认识
书法。“我们不提倡写，而是让幼儿更
多地去认识字，这种教学方式颠覆了
传统的书法教学。”张克顺说，目前的
幼师课程中并没有书法课程，而幼儿
书法教材更是一个空白，这次教材编
写将书法列入其中在全国尚属首次，

该教材将于明年正式应用。
作为英语教材的编写成员，聊城

幼儿师范学校英语教师王红蕾对此
次全国学前教师教育中专教材编写
深有体会，英语的编写中选材比较
难，而且要让选取文章具有时代感。

王红蕾说，目前各地都有不少幼
儿园打出“双语幼儿园”的招牌，其实
主要是出于盈利，幼儿园上英语不符
合规定不说，现在大部分都趋于小学
化。

目前，对于幼儿师范音乐教育理
念认识有些模糊，过于情调音乐的专
业化和音乐知识的学习，淡化了音乐
本身的审美价值。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音乐教师方芳认为，学生在音乐学习
中不能处于被动，应该提高音乐学科
的综合能力。

方芳说，幼儿老师不能只会唱歌
跳舞就感觉万事大吉了，更要让幼儿
享受到音乐带来的美感，合理的教学
能让孩子热衷于音乐，这不单单能促
进孩子全面发展，还能提升孩子的气
质，对孩子胆量的提高、形体的塑造
以及手眼的协调都将有大的促进。

聊城 18 位老师参与编写全国幼师教材

幼师任教前要上书法课
风机嗡嗡响 居民入睡难

本报聊城 3 月 8 日讯(记
者 焦守广) 8 日，市民齐
先生向本报反映，城区振兴
西路 20 号沿街楼下有几个
饭店，中午和晚上风机噪音
很大，有时晚上 10 点半还在
嗡嗡响，干扰楼上住户正常
休息。执法局工作人员表示，
会处理此事。

8 日上午 11 点，记者来
到振兴西路 20 号沿街楼，这
栋居民楼位于路南侧，一楼
全部是商业门头房。记者发
现，在 20 号楼下不到 100 米
的距离，大大小小开了 9 家
饭店，饭店是一家挨着一家。

楼后则是一根根的高空烟
囱。

“一般的噪音我就忍了，
可是墙挨墙，下边稍有动静，
上面就听得清清楚楚。”齐先
生说，为这事，他曾多次向相
关部门反映，可到现在还没
有解决。噪音扰民问题依旧
存在，并且比之前更为严重。

市执法局工作人员表
示，如果调查发现的确存在
风机噪音污染，会立即下发
限期整改通知书，责令其对
该风机进行必要的降噪改
造，并要求其调整风机开启
时间。

本报问暖热线

邀您谈供暖

“虽说取暖费涨到了 23 元/
方，但现在我们仍然赔钱，物价局
核算的取暖价格并不包括二级站
的运营费用，如果把自管站回收回
来，运营成本就会有很大一部分缺
口。”该负责人表示，每个自管站至
少需要两个人管理，市区 340 多个

自管站就需要将近 700 多人，也是
一笔不小的开支，“这 700 人只有
冬天才有活干，采暖期一结束，他
们可能会失业，这也是一大难题。”

城区一家供热公司工作人员
介绍，一些比较大的小区，经营状
态良好，采暖季肯定赚钱。这种情

况下自管站的产权单位一般不愿
意放弃这块肥肉。所以也就出现了
物业公司不愿意交出自管站的现
象。“现在自管站还是赚钱的多，要
不然早就有很多物业公司嚷嚷着
把自管站交出去，很显然现在没有
多少物业公司愿意把自管站交出

来，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还能赚钱。”
供热办工作人员介绍，自管站

产权单位不愿意放弃已经吃在嘴
里多年的“肥肉”，供热企业也不愿
意收回“烂摊子”，供热企业还得掏
钱更新设备，这无疑更增加了供热
公司的负担。

赔钱自管站 供热企业不愿接收

从供暖一开始的多
个小区不热，到现代大厦
的提前一个多月停暖，这
个采暖季小区自管站偷
工减料、私自停暖又成了
市民热议的焦点。为此很
多小区市民希望供热公
司接管小区自管站。记者
了解到，尽管相关政策法
规已明确回收自管站，但
回收工作存在投入不足、
政策难以细化等多个问
题，造成了自管站回收
难。

风机的排烟
管道紧挨着居民
楼。

本报记者
焦守广 摄

一处换热站的工作人员在查看压力表。(资料片)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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