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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抢眼

问暖热线 96706123

大风冷雨透心凉，“制冷”模式寒意浓

2244小小时时内内气气温温猛猛跌跌了了1166℃℃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孟

燕) “有一种冷叫忘穿秋裤”。14
日，这句话又被不少市民拿出来
调侃天气。冷空气来临，降温迅
猛，24小时气温猛跌16℃，让人
感觉寒意深重。

市民张女士说，14日一早出
门就感到了冷，一边是瑟瑟秋
风，一边是淅淅沥沥的冷雨。下
半年以来最强冷空气迅速拉低
了气温：13日14时龟山观测站气
温 为 2 8 . 9 ℃ ，1 4 日 1 4 时 为

1 2 . 8 ℃，2 4 小时内气温降了
16 . 1℃。从气温曲线图看，从13
日14时起，气温就开始一路狂
跌，14日16时降至11 . 6℃，并且
还在继续下降。短短一天内，济
南经历了一热一冷的两极转化。

不光是气温走低，大风也来
“助阵”，街头上不少市民都难以抓
握手中的伞。市气象台预报员胡鹏
说，14日的阵风最大达到了7级。

下半年第一个寒潮预警也
来了！市气象台14日10时发布了

寒潮蓝色预警信号，14日白天至
16日受寒潮影响，将出现大风降
温 天 气 ，过 程 降 温 幅 度 1 2 ～
15℃，最低温度将出现在16日早
晨，济阳、商河及山区1℃左右，
其他地区4℃左右，有霜冻；14日
白天到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北
风4～5级，阵风7级。

根据统计，截止到14日17时
50分，全市平均降水量12 . 5毫
米。其中，济阳降水量最大，为
16 . 4毫米；其次为市区和商河，

分别为15 . 2毫米、14 . 5毫米；章
丘降水量最少，为8 . 5毫米。“14
日夜间局部地区还有阵雨，15日
白天将放晴，但冷空气的影响并
未结束，15日、16日早晨气温较
低。”胡鹏表示。

一场秋雨一场寒。秋冬季
节，冷空气一波比一波凶猛，

“热”的感觉将消失殆尽。气象专
家提醒市民，眼下要注意添衣保
暖，预防感冒，部分地区风力较
大，要注意防风防火。

根据预报，未来几天以晴好天
气为主，15日、16日早晨气温较低。
具体天气情况为：15日阴转晴，北
风逐渐减弱到3级，最低气温3～
7℃，最高气温14℃左右。

16日晴，南风短时北风2～3
级，最低气温1～4℃，最高气温
17℃左右。

17～18日以晴为主，南风3级，
气温回升，最高气温20℃左右。

19日多云间晴，北风3～4
级，气温略有下降。

本报记者 蒋龙龙

供暖是否可以网上交费、诚基
中心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供暖……10

月14日，本报开通供暖热线，首日共
有百余位市民反映供暖问题、咨询
相关业务。济南热电和济南热力人
士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答复。

供暖费可以网上交

市民黄先生：供暖是否可以网
上交费？

济南热力答复：济南热力有限
公司的客户持招商银行、中国银
行、浦发银行卡可以通过网上银
行、电话银行缴纳热费。

舜玉南区今冬可供暖

市民王先生：舜玉小区南区今
年能否供上暖？

济南热电答复：可以。

诚基中心明年供暖

市民赵先生：诚基中心今年能
否供暖？

济南热力答复：诚基中心已与
我公司签订开户协议，协议中注明
为2014年用热。故今年没有供热计
划。

山水庭院小区

施工完毕可供暖

市民丁先生：旅游路南侧山水
庭院小区今年能否供暖？

济南热力答复：山水庭院小区
已与我公司签订开户协议，待该处
施工完毕，验收合格方可签订用热
协议予以供暖。

山大路71号的自管站

尚未提交移交申请

市民张先生：山大路71号农行
宿舍属于自管站供暖，自管站比较
老了，希望将自管站收回。

济南热力答复：经落实，根据
济政公字<2010>170号文规定，自
管站移交按照“自愿移交、分批接
收、统一整改、规范管理”的原则，
自管换热站的管理单位或产权单
位将所属换热站及配套设施的使
用权、管理权移交供热单位管理。
该处已经在我公司报停两年，至今
未收到该处恢复供热的申请及自
管站移交申请。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蒋龙
龙 见习记者 霍英杰 ) 记者从
济南热力有限公司获悉，大地锐城
小区因涉嫌违法私接供热管道，已
被济南热力强行切断供暖管道。

据济南热力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介绍，大地锐城小区由山东某置业
公司开发建设，建成后开发商在未
办理任何开户和供热手续的情况
下，私自将用热管道与热力公司供
热管网连接，并由小区物业自行向
业主收取采暖费。

据介绍，2012年1月7日，热力公
司接到举报后，曾多次派人、发函督
促开发商接受处理，但开发商以正
在补办开户手续为由不断拖延，截
至目前仍未到热力公司接受处理。
在此期间，热力公司曾两次关闭小
区总阀门，均被强行打开并破坏供
热控制阀门。

济南热力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根据《济南市集中供热管理条
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未经供热单位
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用热
管网与供热管网连接。“为维护合法
用户权益，确保供热质量，济南热力
对大地锐城小区依法采取强制措
施，切断了私接的供热管道，并将对
这种私接窃热的严重违法行为，申
请公安经侦部门立案侦查，同时依
法追偿全部经济损失。”

据了解，济南热力为加大对违
法、违规用热行为的打击力度，将成
立服务稽查部门，对违规私接供热
管道、擅自扩大用热面积以及报停
后私开用热等窃热行为进行严厉查
处。同时，鼓励社会知情单位及个人
积极举报违规用热行为，热力公司
将根据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违规
用热举报电话：88902397。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刘雅菲 ) 近日，市民敬

先生向本报反映，他居住的
丰润·怡邻居小区目前有两
个物业公司，供暖季马上就
要到了，小区居民却不知取
暖费应该交给谁。

据了解，丰润·怡邻居
今年7月经过公开招标，新
物业济南广源物业进驻，而
老物业青岛新天物业并未
撤出，两家物业就小区管理
权产生纠纷，这一问题至今
仍未解决，也波及了供暖收
费问题。“不管到底应由哪
家物业公司管理，小区里老
老少少住着600多户，可别
耽误我们用暖呀！”说起交
取暖费的事，小区居民朱先

生非常着急。
济南供暖费已开始收

取一个多月了，但丰润·怡
邻居的众多住户仍在为交
费悬着心。“我们收到了新
物业公司打来的电话，问我
们今年用不用暖气，并没有
提收费的事，今年能不能按
时用上暖，我们心里一点底
都没有。”敬先生说。另据小
区居民介绍，之前由于两家
物业公司的纠纷，没有及时
缴纳电费，曾经造成小区整
体停电，因此，现在居民都
很担心取暖费步电费后辙，
耽误按时取暖。

带着居民的疑问，记者
咨询了小区内两家物业公
司。青岛新天物业一位姓赵

的负责人回复说，往年都是
由开发商丰润置业在小区
设点收取取暖费，今年他们
物业公司不负责收取取暖
费。济南广源物业一位姓张
的负责人则表示，今年的取
暖费依然是经由开发商丰
润置业交给济南热电公司。

随后，记者从济南热电
公司相关负责人处取得证
实，受丰润置业委托，广源物
业公司负责收取居民的取暖
费，并且在取暖费收据上加
盖小区业委会的公章。至于
何时开始收费，济南广源物
业这名张姓负责人表示还要
等上级领导的通知，不过，他
们肯定会协调各部门，一定
不耽误小区居民今冬用暖。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蒋龙

龙) 11月15日，今冬明春集中供暖
将正式开始。本报自10月14日起开
通“问暖热线”96706123，帮助市民
向有关部门反映供暖过程中遇到的
难题和疑问。热线开通首日，市民反
映强烈。今后，市民如有供暖问题，
可继续拨打96706123问暖热线。市
民也可通过齐鲁晚报网(http：//
www.qlwb.com.cn/)网上爆料平台，
或者通过本报微信和微博私信的方
式向本报反映供暖问题。

本报“问暖热线”96706123将24
小时接听市民的电话。为更好地解
决市民的用暖问题，本报记者将把
收集到的问题直接反映给相关供热
企业和主管部门，尽量给您一个满
意的回复。

需要提醒的是，通过齐鲁晚报
网和微信、微博反映供暖问题的市
民请详细写明联系方式，方便本报
记者及时与您联系并将您的问题向
相关供热企业和主管部门反映。

本报10月14日讯(见习
记者 霍英杰 记者 蒋
龙龙 ) 本报去年曾报道
过燕山小区西区10号楼四
单元12户居民因错过申请
时间并且因热源不足，导
致去年无法供暖的事情。
近日记者回访得知，这 12
户 居 民 家 里 今 冬 将 会 通
暖。

燕山小区西区10号楼4
单元的张先生曾于去年向
本报反映，该单元全体住户
于2012年9月向济南热力公

司申请集中供暖，但热力公
司不接受申请，“整个10号
楼，只有这一个单元不能供
暖。”

济南热力公司答复张
先生，拒绝申请是因为错
过了申请日期，“张先生所
在的燕山小区只有一个小
热泵，热力公司也只能逐
步解决用户的取暖要求。”

14日，记者回访了燕山
小区西区10号楼4单元。热
力公司正在楼道里为铺设
管道打孔，安装供暖设备。

从一楼到五楼，记者发现每
一层的管道孔都已打好，打
孔凿出的水泥块散落在旁
边。

4单元住户王女士高兴
地告诉记者，几天后，热力
公司就要为居民家安装暖
气片，等暖气片装好之后，
就能交取暖费了。

“今年和平路重新铺置
了供暖管道，增加了供暖能
力，居民们今年也留了个
心，一开春就开始申请供
暖，因此今年能供上暖。”

热线答复

舜玉小区南区

今冬可以供暖

涉嫌私接管线并自行向业主收费

一一小小区区被被强强行行切切断断管管道道““停停暖暖””

小小区区俩俩物物业业，，取取暖暖费费不不知知交交给给谁谁
新物业：一定不会耽误居民今冬用暖

问暖热线96706123

欢迎您拨打

燕山小区西区———

1122户户““落落单单””居居民民能能用用暖暖了了

大地锐城小区违法私接供热管道，被热力公司强行切断。 通讯员 闫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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