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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眼 C05

淄博热力有限公司供热分布

一诺站（3818025）：一诺阳光花
园一期1—21号、1—6号、龙苑三期

亚运村站（1572582292）：中德
亚运村一期1—30号、二期31—38

号
奥林新城站（15725822922）：奥

林新城2、3、5-13号、15-23号、25-33

号、35-43号、45-53号、55-60号、10号
甲、卫生监督局办公楼

大德华瑞站（18753326392）：大
德华瑞A1-2、A5-2、A7-3-6、A10-1-
2、A14-1-2、A15-1、A20-3、A22-2-3-

6、A24-4-5-7、B11-2-4、B12-3、C3-1-
2、C5-1、C6-5-6、C7-2-4、C8-4、C10-
1-3、C11-6、C12-1、C13-1-4、C14-5、
D1、D3、D7、D8

南石站（3919097）：南石一区：
1—8号、二区：1号、九区：1—4号、十
号：1-3号、5、7、8、9号、别墅2座

亚运村二期站：亚运村二期
上城名府站（15725822915）：上

城名府
创业园站（18753326381）：1号

办公楼、2号厂房

中心区供热分公司

各站供热区域

中心站（3180147）：科苑
小学、市委大院、环保局大院、
市政协、工陶院大院、广电医
院大院及1#2#3#楼、化工局
大院及1#2#3#4#楼、军干所
大院、寿山碧湖园1#2#楼、中
银花园1#楼、华光路南七巷、
市工会5#6#楼、理工大学4#

楼、仪表厂8#9#10#、无线电
五厂3#、青龙山水泥厂2#楼、
中国外运、女子医院、华光路
南八巷、木材公司1#楼、华光
路南五巷、无线电三厂2# 4#

楼、市科委、4#、工陶院5#6#
10#11#12#楼

新材料站（3162523）：市府
西一街1#2#3#4#5#6#7#10#、
市府西二街1#2#3#4#5#6#7#8
#9#10#11#、科委宿舍楼、新材
料研究所宿舍楼、物资局宿舍
楼、新元学校宿舍楼、环境监测
站1#2#、先行集团1#2#3#4#、
粮食局宿舍楼、人寿保险办公
楼、粮食局办公楼、新材料研究
所办公楼、日报社、新元学校、
物资局办公楼、木材公司办公
楼、联通公司

军干所站（2772650）：将军
花园1#2#3#5#、军干所1#2#3#
4#、二十八军家属院、军区二
所、十七中、十七中北街4#5#6
#10#16#18#、文华阁、小云雀
幼儿园、西六路派出所、歌舞团
宿舍楼、中心血站办公楼、中心
血站1#2#3#楼、计生委办公
楼、水利局办公楼及沿街房、水
利局宿舍楼、水文局办公楼及
宿舍楼、房管局宿舍楼、乾盛房
产商住楼、十七中北街5号院、
教研室宿舍楼、如家宾馆、托福
宾馆、银领世家

福利保养厂站（3160327）：十八
中宿舍、华光路37、39、69号院，
体育局宿舍楼、市府东一街6#

楼、市府东二街6#8#楼、会校
宿舍及办公楼、安全局宿舍及
办公楼、科委宿舍及办公楼、阳
光春城、中心路西街8#10#楼、
17号院1#2#楼、潘南西路2#4#

楼、老工商局宿舍楼、市计生委
办公楼、武警宿舍楼

干休所站（2305626）：王辛
小区、沁园小区、公园派出所、
公园管理处、商业银行、公园信
用社

银座站（2770152）：人民西路
57#大院1 . 2 . 3#楼、银座商城五里
桥店，行政服务大厅

银领站（3183059）：银领国
际1#2#3#4#6#

天府置业站（15725822916）：天
府明珠小区、丽水尊园小区

鲁信站（2303958）：鲁信花
园小区

开发区供热分公司各站供热区域

晨报站（3583159）、中心站
（3581051）：青年公寓1#、2#、鹿港青
年城、移动公司、新时代3、4号楼、开
发区公安局、科技园派出所、电力
公司、兆海轻工、晨报1#、2#、晨报办
公楼、假日花园小区、城市米兰小
区、开发区建行办公楼

魏家站（3183906）：魏家小区
1#—13#、17#、18#、19#、21#、23#、
25#、27#

颐和站（3584652）：颐和花园
小区1-15号楼、绿岛宿舍、教委、
二中宿舍、魏家庄3号、魏家小区
15#、16#、20#、22#、24#、29#、31#、
33#、35#、37#

金信站（3156055）：金信家园1
#—11#、荷香园1#—27#

麦迪绅站(3115539):怡海世家6
#—14#、21#—36#、41#、42#、43#。美
达花园11#、12#甲、12#乙、13#、16#

甲、16#乙、18#。
南营站(3586509)：2#、4#、7#、9#、

10#、13#—19#、十一中教师楼、办事

处宿舍、瑞通制冷、信用社、办事
处、保安公司、南营营业房(沿街房)

新空间站（3584500）：新空间花
园1#—12#、南营B组团1#、2#、3#、4
#、高速管理处，消防大队，交通设
施大队，华南园小区。

污水站(3587562）：鲁厦花园1
#—18#、20#、21#、22#、23#。正元小区
1#、2#，小庄社区，

中德花园站（15725822923）：
中德花园小区1#—7#。金润名仕
居1#—6#

时代名都站（6286691）：时代名
都小区1——— 25号

紫荆园站（3167768）：紫荆园幼
稚园、12-14、18-23、25号楼、魏家老
年公寓、华瑞园50#林业局单元、49、
51、52号楼、传输局办公楼及宿舍

华瑞园站（3595190）：华瑞园28
#-31#、33#-37#、38#-43#(工商银行
宿舍)、华瑞园56#、华源房产

盛世名苑站：盛世名苑小区、
裕桥花园小区

东区供热分公司各站供热区域

运输站(2163165）：共青团西路南
七巷2#3#、共青团西路南六巷1#2#3#4
#5#6#、印刷厂2#3#、园林局6#9#、西
苑居委会、电影公司1#2#3#、公园小
学、公园办事处、区体委、区游泳馆、市体
委宿舍、西北村59#60#61#62#63#69#71#、
交警宿舍2#3#4#5#6#、广电宿舍、世纪上
城、圆通公司、区税务局、宿舍楼、区国土
局、新村西路150号院3#4#5#6#7#8#9#10
#、交通委宿舍、运输公司宿舍1#2#3#

电业局站（2192973、18816124380）：
电业局办公楼、电业局宿舍1#2#3#4#5
#6#、单身公寓、东方公寓(银座)、齿轮
厂南区(1#2#3#4#5#)东区(1#2#3#4#)龙
之韵、化轻公司1#2#3#4#5#、西一路13

号院、健康街12#14#16#18#20#17#19#21
#23#25#24#22#32#

天华站（2162952）：药材站宿舍楼，
雪燕集团宿舍楼，园兴大厦宿舍楼，机
电大厦宿舍楼，安乐街北一巷5号楼、8

号楼，油田淄博办事处，天华5号楼、10

号楼、12号楼、18号楼、26号楼、27号楼、
32号楼、33号楼，兴发物产公司，大元百
货，市鲁联装饰公司，消防安全工程公
司，民福大酒店，圣亚房地产宿舍楼，
百货站7号楼、42号楼，东南村居委会，
西二路西一街3号楼、9号楼、10号楼、11

号楼、23号楼、72号楼，红卫电机1号楼、
2号楼，天乐园，庆金旅社，区教委37号
楼、39号楼，铁路医院，宾都招待所，中
心路城市信用社，贸易发展大厦，张店
宾馆，区医院，健康街13号楼，口腔医
院，铁道招待所，中大房地产1号楼、2号
楼、3号楼，金昌房产，淄博市青年剧
院，兴华家电，宏大房产，机电大厦、天
华2#楼、公园房管所，赵生摄影部，祥
和旅馆，房屋接待所，区机关宿舍(办公
楼)，区粮食局，市公交公司淄博站、安
乐街北四巷1号楼、2号楼、甲2号楼、广
场派出所，希望幼儿园、区医院(新增)、
胜利大酒店(新增)

西南村站（2152027）：健康街69#59
#65#4#8#、西南村11#12#13#14#15#、民
泰宿舍甲16#乙16#、城中小学幼儿园、
商场派出所、糖酒站宿舍、西南村18#、

西南村办公楼、建行8#9#、淄博铁务段
10#、民爆公司、区劳保事业处

城中站（2171057）：天齐小区13号
楼，天齐24户，东北村14号楼、15号楼、16

号楼，区房产经营公司76#院1号楼、2号
楼、3号楼，东南村11号楼、14号楼、16号
楼，城中西北村7号楼、10号楼、11号楼、
12号楼、23号楼，健康街59号楼、65号楼，
天华23号楼、24号楼、35号楼，区中医院
宿舍楼，东北村1号楼、8号楼、10号楼，
西南村3号楼、8号楼、9号楼、10号楼，区
水利局19号楼，万通证券公司，公园支
行天齐分行，城中8号楼、19号楼、22号
楼，健康街73号楼，城中居委会1号楼、2

号楼，新村西路16#甲、16#乙，西二路西
一街西环内5号楼，民用爆破器材公
司，张店美术社，城中小学，驻四八一
军代表室、新亮房产11号楼，健康街西
二街8号楼，市联谊开发公司，区儿童
活动中心，美食街宾馆，科技大楼，鲁
泰纺织公司，城中10号楼、15号楼，淄博
吉星建材城，美食街工商所，西二路东
环内23号楼，春花美发美容公司、区交
通局、区交通局宿舍、开源文化市场、
城中新天地、糖酒站宿舍、东北村10#

楼、西南村：4#、5#、6#楼
润发站（2883535）：健康街7号

楼、甲18号楼、甲19号楼、16号楼，西
二路西一街13#院3号楼，西二路西一
街11号楼，武装部宿舍楼，吉润雅庭1

号楼、2号楼、3号楼、4号楼、5号楼、6

号楼，宝丽集团1号楼、2号楼、3号楼、4

号楼、5号楼，天华5号楼，十一中宿舍
楼，新亮2号楼，区国土资源局，康健组
团1号楼、2号楼、3号楼，健康街12号楼、
14号楼、71号楼、73号楼，老大院5号楼、8

号楼，淄博职业学院、泰美公寓、百货
站11号楼、粮机83号楼北、83号楼南、
76号楼、86号楼、93号楼、96号楼、电
视机厂1号楼、2号楼、3号楼。华光陶
瓷(新增)、天晓宾馆(新增)

机电城站（2178859）：机电城、
华夏国际（2161632）：华夏国际大厦
市府站（2284013）：市府一宿舍

1—25#楼

新区供热分公司各站供热区域

中心站（2801791）：书香门邸1
#—5#、翰文苑1#—3#、尚书苑1#—5
#、尚文苑1#--6#、10#、11#、13#、39
#、40#、41#--48#、教师新村1#、3#、6
#—16#

学府站（2801792）：学府花园1
#—7#、9#--15#、马尚镇派出所、学
府幼儿园、九冶北生活区5#—10#、
九冶南生活区1#--4#、马尚东北村
(马三村)1#—17#

舒然站（2802261）：书香景园1
#—9#、恒丰花园5#—8#、新新家园
1#—4#、舒然家园1#--6#、13#--16
#、21#--27#、3#甲、马尚东南村(马
四村)1#—7#、阳光明筑22#、25#、和
平146#商住楼

金马站(2851532）：金鑫园1#--
31#、鸿泰家园14#--28#

齐林站（15725822912）：齐林大
酒店、电业四区宿舍1#—11#、区公
安局宿舍1#

西寨站（15725822913）：名仕城
物业、名仕城1#—36#

电大站（2851603）：商场路184号
卫校宿舍1#--4#、恒基花园3#—5
#、张店刑警大队、共青团西路148

号、人民西路239#、冢子坡小区、凯
瑞安园2#、3#、9#、12#--16#

凯瑞溪园站（2762652）：凯瑞溪
园23#、26#—36#、凯瑞溪园幼儿园、
凯瑞小学、祥和居27#--30#、凯瑞碧
园10#—14#、62#、65#、67#、69#、凯瑞
碧园幼儿园

世龙站（2770923）：福宁小区15
#、23#、24#、27#—31#、34#—41#、金
石丽城1#—15#、金茂大厦(营业房)、
商业银行、中心医院门诊

区政府站（2862973）：西苑小区
1#、#、5#—22#、西苑小区9#楼甲、银
座购物广场、安嘉花园1#、2#、3#、区
政府机关宿舍物业、区政府机关宿
舍楼1#—29#、太平路北二巷2#—10
#、太平路北二巷34#-1、34#甲、34#

乙、新村西路117号、城管局办公楼
通济站（2861076）：通济小区1

#、4#—6#、10#、11#—13#、15#、30#—
32#、通济幼儿园

马尚西北村站：马尚西北村8
#--43#

春江花月苑站：春江.花月苑
1#--17#

紫园站：紫园8#--14#、幼儿园

宝石区供热分公司各站供热区域

和平供热分公司各站供热区域

王舍站（2715003）：和平小区(6#、7#、
11#—13#除外)、智信苑小区1#—3#、水
大磨1#—4#、7#、8#、桃园新村66#、柳泉
路9#、柳泉路3甲2#、3#、5#、6#楼、西苑小
区31#—35#、西苑小区2#、3#、4#(串联)，
和平小学、服装十厂、农机局1#、区农机
局、南西四路3#院、太平路1#、6#、7#、8
#、10#、17#、3#(广播局)、太平路11号院1
#、2#、太平路17#甲1#(市政工程处)2#，
张店一中，区进修学校，运管处，区技术
监督局，区委党校，人寿保险公司，声屏
报社：

建委站（2167235）：共青团路以南，
商场西路以北，西四路以西，西五路以
东。长青园小区，西四路西街北二巷，无
线电二厂，商场西路北十一巷至十五巷

药校站（2851691）：文化苑、广厦小
区、公交公司11#、2#、市政公司宿舍、园
林局1#、2#、3#、药校2#、3#、4#、5#、药校

办公楼、学生宿舍、环中1#、2#、5#、6#、7
#、10#—14#、16#

颐景园站（8200952）：和平小区6#、7
#、11#—13#、桃园新村2#—5#、7#—10#、
太平村1#—12#、新村西路南五巷1#、4
#—6#、9#—11#、省安宿舍1#、2#、太平
村办公楼、省安办公、电业局2区、3区、
颐景园1#、2#、3#、5#

供销技校站（2850903）：体坛小区1
#—52#、同济小区2#、3#、7#—9#、14#、16
#—26#、体坛幼儿园、福彩中心、海信电
器、区实验中学

食品厂站（2860496）：水利局技校、
农科所办公楼(宿舍2个楼)、煤炭公司17
#院4个楼、防疫站办公楼(宿舍2个楼)、
区法院宿舍、环保局办公楼、西六路小
学、杏林诊所、劳服大厅、城西新村居委
会、城西新村幼儿园、城西新村1#、5#、15
#—19#、21#、25#、27#、29#—32#

（接上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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