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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交交房房一一年年咋咋还还没没通通燃燃气气
12319热线：市政修路将港华燃气管道拉坏导致无法通气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王红星）“房子和开口费都
交了一年了，燃气为啥还没给
开通！”近日，市民张女士反
映，自己去年就拿到了位于旅
游路涵玉翠岭小区的新房钥
匙，也老早就装修完毕了，然
而至今未通的燃气却令她“有
房难住”，非常头疼。开发商表
示，燃气方面的费用已经悉数
交给燃气公司，且小区内部管
道完善；港华燃气相关工作人
员则称，小区燃气管道尚未接
入，主要是道路维修阻碍管道
铺设。

“去年八月份就交房了，
当时也一起交了天燃气的开

口费，后来装修完以后才发
现家里没有燃气。”张女士表
示，自己的房子在小区1号楼
的3层，本来以为装修完就可
以入住，但却没想到要等那
么久。“没有燃气，我们也无
法住进来啊，小区周边的配
套还不完善，买着吃也根本
不现实。”据张女士称，自己
和家人现在还都是在外租房
住，一想到有好的房子却住
不进去，自己还得被迫租房，
心里很不是滋味。

20日，记者在涵玉翠岭小
区张女士家中看到，室内装修
完毕，家具等摆放整齐，厨房
里橱柜、灶具、锅碗和佐料等

一应俱全。“开通燃气就能住
了，我一直很着急，也一直打
电话询问开发商东拓置业有
限公司和港华燃气方面，不过
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张
女士说。

高新控股集团东拓置业
有 限 公 司 一 朱 姓 工 作 人 员
称，开通燃气的相关费用已
经交给了港华燃气方面。“去
年我们就把费用交了过去，
每户1733元加上400多元的
燃气表的费用，一共一千七
百多户。”该工作人员称，红
线以内（小区内部）的管道设
施早就齐备了，目前的情况
是外面的燃气管道还没有接

入小区。
对于涵玉翠岭小区的供

气问题，12319热线工作人员
称：“工单上显示，该小区的
供气外线尚未接入，原因是
高新区市政修路将港华燃气
管道拉坏导致无法通气，而
且还有很多渣土压在燃气阀
门上”。

港华燃气客服热线称，
目前供气外线尚未接入，工
单 上 显 示 的 进 度 是 正 在 处
理管道。该工作人员称可能
是受修路的影响，但并未说
明 具 体 处 理 措 施 以 及 何 时
能 开 通 涵 玉 翠 岭 小 区 的 燃
气。

车车位位闲闲置置为为啥啥也也要要交交服服务务费费
物价局：物业不违反相关规定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王红星） 近日家住高新区理
想嘉园的徐先生遇到了“纳闷
的事”：自己2011年在小区买
下房子和车库，车位一直没有
使用，现在准备使用，去物业
办停车卡时，被告知自己必须
要补交从2012年至今的服务
费才能正常使用车位。该小区
物业工作人员称，停车服务费
是每月50元，按照济南市的停
车管理办法，空置半年以上的
车位可以按照一定的折扣收
取。

“买了两年多了，一直没
用过，为什么还要交停车服务

费？”家住理想嘉园的徐先生
介绍，2011年他在理想嘉园小
区购得一处车位，但是两年多
以来，自己从来没有使用过，
也从未出租给外人使用。

“最近我想着把车位租出
去，就想去物业上办理个停车
卡，谁知道物业说我还欠费
了，必须得补上在此之前产生
的停车服务费。”徐先生当时
有些纳闷也有些气愤，“车位
从来没有用过，哪里来的费
用？”

“徐先生的车位从2012年
开始到现在共有20个月的欠
费，停车服务费是每月50元，

不过我们已经按照空置车位
给他打了5折。”理想嘉园物业
工作人员称，虽然徐先生之前
并没有向物业提交过车位空
置的申请，但物业方面考虑到
其车位已空置20个月之久，就
主动将其按照空置车位收费。

“按规定该收7成，我们给他打
了5折，这样徐先生就只需交
纳600多元的费用”。

尽管这样，徐先生还是不
理解，自己的车位不用也得缴
费？

据了解，自2012年8月开
始实行的《济南市住宅物业服
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规定：

车位未停放车辆空置半年以
上的，经车位产权人或车位承
租人与物业服务企业确认后，
停车服务费按照收费标准的
70%收取。

济南市物价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普通住宅小区前期物业
服务阶段的停车收费实行政府
指导价，济价费字【2012】77号
规定：济南市市内各区普通住
宅小区前期物业管理阶段共用
车库停车服务费基准价格为35
元/月·辆，可上浮10%，下浮不
限。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多数小
区的物业都将停车服务费设置
在50元每月左右。

水压有问题

洗澡成难事

高新区总工会

慰问一线职工

本报8月21日讯（通讯员 郭树
蛟 王宁） 为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确保基层一线职工施工安全和身心
健康，8月14日，高新区总工会开展

“关爱职工、夏送清凉”活动，组建慰
问组走进公共租赁住房涵园新居项
目工地、山东联友石化生产车间，给
基层一线职工送去防暑降温及生活
用品。

慰问组为工人们送去了猪肉、
西瓜、绿豆以及毛巾、洗衣液、牙膏
等生活用品。在涵园新居项目工地
现场，慰问组详细询问了工人的作
息时间和生活情况，叮嘱工人们要
注意防暑降温，将人身安全放在第
一位；要求企业把职工的生活和休
息放在重要位置，切实抓好防暑降
温工作和劳动安全保障措施的落
实，合理安排作业时间，特别是露天
作业要尽量避开高温时段，确保职
工的身体健康和劳动安全。在山东
联友石化工程有限公司，慰问组仔
细倾听大家对高新区建设的意见、
建议，让广大企业职工从心里感受
到实实在在的“清凉”。

此次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基层一
线职工投身高新区建设发展的热
情，职工们纷纷对慰问组表示感谢，
并保证将严控项目安全质量，维护
工作环境卫生，努力干好工程。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王红
星） 近日家住高新区茗筑美嘉小
区17层的王先生遇到了烦心事，最
近两个月来，家里的自来水出了问
题，打开厨房的水龙头，家中其他出
水的地方就不怎么出水，且自家高
峰期用水困难。小区物业称，高层自
来水都经过二次加压，工作人员也
上门调试过，可能是水务集团方面
的水压问题。不过济南水务东区供
水有限公司称，高层二次加压都由
物业负责。

“最近两个月来情况特别差，高
峰期洗个澡都洗不了，冷水压力不
足。而且打开一个水龙头，家中其他
用水设施就一点水也没有了。我怀
疑是水压的问题。”王先生称，自己
入住茗筑美嘉小区已经两年了，第
一年什么问题都没有，第二年的时
候感觉水压稍稍不如从前，而最近
两个月越来越差。

“我也问过邻居，他们家中虽然
水压也不是很强，但是都还能正常
使用，不像我们家这样惨。”王先生
称，物业工作人员来看过两次，每次
调试过以后两三天又恢复原样了；
后来说修不了，可能是自来水公司
方面的问题。

茗筑美嘉新天物业工作人员
称：“小区是有二次加压设备的，不
然高层就供不上水。17楼业主反映
的问题，工作人员也前去调试处理
多次，目前可能还没有根本解决，可
能是水务集团的供水水压方面的问
题。”

“如果仅仅是厨房水压低，那
么有可能是有过滤网的问题；否则
则要考虑是水压的问题。”“17楼的
话需要经过二次加压才能正常用
水，目前这一块都是由各个小区的
物业负责。”济南水务东区供水有
限公司一朱姓工作人员称，17层的
供水问题不可能是水务集团的问
题。

工作人员称，水务集团目前还
未接收小区的二次加压设备，“我们
目前只是有计划地接收一些小区的
二次加压设备，一般的小区二次加
压设备都是由物业来管理和维护
的，高层如果出现水压不足的问题，
应该找物业方面解决。”

父父母母来来济济工工作作希希望望孩孩子子转转学学
教育局：原则上不接受初三转学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王红星） 近日，由临沂来到
济南工作的赵女士致电本报
反映，自己和丈夫去年因工作
调动来济南工作，而孩子在临
沂郯城中学上学。目前赵女士
的丈夫在高新区一家单位宿
舍居住，她希望最好能将孩子
的学籍转到济南，咨询相关政
策。济南市教育局工作人员
称，原则上不接收初三转学，

但确有需要者也有例外，具体
操作由区县教育局负责。

“我和我爱人都是去年因
为工作调动转到济南这边来
的，目前工作尚未满一年，孩
子在老家上初二，所以想着是
不是可以转学到济南这边就
读初三。”赵女士称，自己和丈
夫的户口暂时都没有迁过来，
不过她称单位允许其二人在
济南落户，只是由于工作忙，

还没来得及迁户口。
济南市教育局基础教育

处工作人员杨先生称，如果赵
女士和其丈夫的户口没有迁
过来，其孩子可以作为外来务
工子女，到定点的学校就读，

“需要提供的证件和资料包括
暂住证、劳动合同或者营业执
照、相对固定的住所、父母双
方户籍证明等。”不过暂住证、
劳动合同等都必须提供父母

双方的，且须满一年。
不过该工作人员也表示，

原则上初三不接受转学，“因
为马上要中考，涉及一些关于
考试的公平问题，原则上不建
议初三转学。如果确实是父母
工作调动，家庭住所也发生变
化，也不排除初三转学的可
能。”该工作人员还透露，初三
转学还要看区县教育资源的
情况。

张女
士新房的厨
房 万 事 俱
备，只欠燃
气。
本报记者
王红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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