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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区区热热企企陆陆续续开开始始低低温温调调试试
摸摸你家的暖气片是不是热乎了？

管道已重新接好

暖气能通了

本报11月10日讯(记者 朱文
朋) 本报曾报道了芝罘区翡翠小
区通世里61-3单元的一2楼住户截
断供暖管道，导致整个单元面临停
暖一事。(详见本报11月10日C06版)10

日上午，记者了解到，华阳热电的工
作人员已经开始重新接管工作，所
需费用由单元楼的所有住户平摊。

上午9点左右，华阳热电的工
作人员去现场进行了查看。“今天
差不多就能完工，先将旧的管道卸
下来，下午重新换上新管就行了。”
这名工作人员说。

至于更换管道的费用问题，上
述工作人员说，费用由整个单元楼
所有住户平摊。对此，该单元楼住户
表示，只要能供暖，费用可以分摊。

2楼的这位住户说，当初把管
道截断是经过华阳热电工作人员
同意的。

“当时这位住户跟我们说整个
楼上都同意进行分户改造，我们这
才建议她先将自己家里的管道截
掉。”负责该区域暖气维修工作的
杨师傅说，但是后来了解到楼上住
户并不是全都同意，所以分户改造
的通知并没贴。

16日起收滞纳金

别忘交暖气费

本报11月10日讯(记者 孙淑
玉) 15日是市区主要供暖公司的
收费“大限”，记者获悉截至目前市
区主要供暖公司的收费率多已达
半数以上。16日起如还不交纳采暖
费，将按照每天0 . 3‰加收滞纳金，
忙碌的您千万别忘了交费，以免耽
误自家供暖。

距离正式供暖不到一周时间，
市区主要供热公司收费率均达半
数以上。

15日是市区主要供热公司交
费的“大限”，16日之后虽然各主要
供热公司客服大厅仍可正常交费，
但会按照每天0 . 3‰的比例收取滞
纳金。今冬想供暖的您，千万别因
忙碌误了交费而影响自己用暖。

莱山3省道昨日

12小时车流逾10万

本报11月10日讯(记者 蒋大
伟 通讯员 迟恒 ) 10日，烟台
市莱山公路管理局在莱山区3条省
级公路开展“间隙式小时交通量
观测日”活动。观测点分别位于观
海路滨医烟台校区路段、轸大路
绿色家园路段、莱源路莱山立交
南路口，3条省级公路12小时累计
观测车流量109573辆。

10日，通过对观测数据的统
计，“观海路‘7-8时’小客车流量为
8400辆，12小时累计60379辆，相当
于轸大路14805辆加莱源路12834辆
之和的2 . 18倍。”莱山公路局养护
科孙宁说。

此外，观海路“7-8时”大客车
流量为201辆，12小时累计1625辆，
相当于轸大路111辆加莱源路187

辆之和的5 . 45倍。
据统计数据，轸大路“7-8时”

大货车流量为593辆，12小时累计
2373辆，是观海路175辆加莱源路
224辆之和的5 . 95倍。

“通过对数据分时、分类、分
段统计汇总后，将对公路养护具
有良好的参考价值，同时为路政
执法合理调配兵力提供数据支
持。”莱山公路局养护科孙宁说。

本报11月10日讯 (记者
孙淑玉) 10日，记者从市区主
要供暖公司获悉，目前注水试
压工作已进入尾声，工作人员
正忙着查找和维修漏点。8日，
烟台市热力公司和烟台华阳热

电公司辖属的各供热分公司开
始进行低温热调试，家中暖气
将逐渐不再冰凉。

锅炉和供热管网由冷态到
热态运行，需要一个缓慢升温
的过程，因升温过快产生较大
热力而导致拱墙倒塌和管道焊
口开裂等故障，会给正常供暖
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因此，每年
供暖季供热公司都会提前对锅
炉和供热管网预热。

8日，烟台市热力公司和烟
台华阳热电公司辖属的各供热
分公司开始进行低温热调试。9

日上午，南部新城供热中心点燃

第一把火，炉膛温度逐渐提高。
9日，东昌供热有限公司虎

山供热系统也已逐步升温，对
辖区各级供热系统进行预热和
调试。

供热公司工作人员称，因为
供热设备由冷态调试到热态运
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无法
预见的故障，通过此次升温调
试，使问题提前暴露出来，处理
问题的时间也会更加充足，从而
有效保证能够按期正常供热。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低温
热调试，不是提前供热，其目的
是通过提前对锅炉设备、供热

管网和室内采暖系统进行热态
调试，确保正式供暖时用户室
内市达到正常温度。

在热调试期间，供水温度有
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距离换热
站较近的市民家中可能会先感
受到温度，距离换热站较远的用
户会晚一些感受到温度，所以，
热调试前期部分市民家中暖气
不热属于正常现象。若12日之后
发现家中暖气不正常，请及时拨
打市热力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2998078、华阳热电公司客户电话
6096011说明情况，工作人员将及
时进行排气和调试。

向向阳阳街街马马路路市市场场昨昨起起退退路路进进厅厅
整治为期三天；整治完毕后执法人员每天会对该区域进行巡查

本报11月10日讯(记者 王
永军 张晶) 10日，向阳街马路
市场整治工作正式展开。首日，
向阳城管中队执法人员对马路
市场进行了取缔，占道经营和违
法建筑物等也得到了清理。

10日上午10点，记者来到
了向阳街，只见原先路边的摊
点已经不见了。不少工作人员
正在清运垃圾，路边变得干净
整洁不少。

对于业户占用公共用地搭
建的营业棚、亭等，联合执法人
员也都进行了清理。占道经营的
情况已经好了很多，业户等已都
退到屋内经营。

向阳城管中队中队长王鹏
说，对于业户在经营期间形成的
违法建筑物、设施、乱堆乱放、占
道经营、店外经营等问题，都进
行了清理。首日拆棚、亭50余处，
乱堆乱放160余处。

据了解，为缓解马路市场
取缔后的摊点经营问题和群众
对菜篮子工程的需求，将引导
业户到辖区及周边农贸市场从
事经营。北河街市场、进德市
场、三环市场等市场有200多处
摊位可供业户选择。

三天重点整治后，还将组
织工作人员每天以向阳街市场
为中心，对北河街、福莱里街以
西、环山路以北、南大街以南、
胜利路以东区域进行巡查，防
止马路市场死灰复燃。

对于向阳街马路市场的
整治，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
多数居民觉得整治挺好，但也
有人担心购物不再方便。

“道路上到处都摆着摊儿，
买东西倒挺方便，道路却拥堵
不堪。“附近的居民王先生说，看
着整治后的路面顿时宽阔了起
来，一下子就干净了。

也有居民觉得买菜不方

便了。居民于先生说，在这里
住了几十年，已经习惯了下楼
就能买菜的状态，整治后买菜
就不方便了。

“整治马路市场，还路于
民是一件好事。”对这次向阳
街马路市场整治，烟台大学教
授王全杰认为，这是城市在发
展中必须要面临的问题，逐步
地规范化也能带来更多的便

利化。
王全杰说，马路市场是城

市中的一个老问题，尤其是在
老旧小区周边，引发了不少社
会矛盾。卫生脏乱差，交通拥
堵，不利于管理，还有碍城市
市容市貌，所以摊贩也要多理
解下城管等部门，市民也需要
爱护我们自己的城市，所以对
马路市场整治是必须的。

多数居民叫好，也有人觉得买菜不方便了

本报11月10日讯(记者
柳斌) 本报“爱在烟台”单身
俱乐部成立以来，已经有不少
单身男女报名参与。经过本报
前期举办的20多场相亲会，目
前已经积累了几千个单身者
的资料。

10日，在韩国留学5年的
贾先生报名加入了本报“爱在
烟台”单身俱乐部，贾先生是
今年回国，目前在烟台一家医
药公司做销售，月薪在4000元
左右，1988年出生的他想找位
善良、开朗的女孩做女朋友。

所有加入本报单身俱乐
部会员均可享受以下服务：

1、免费参与本报举办的
2015年全年至少3场大型相亲
会活动，每次活动举办之前工
作人员会电话通知每位会员。

2、征得报名者同意，免费在
平面媒体刊登相亲信息一次。

3、征得报名者同意，免费

在本报官方微博、微信推送相
亲信息一次。

4、免费查询会员及每次
相亲会报名者资料，并加入
QQ群，详细了解对方信息。

参加本报组织的相亲会
活动及游戏，还能领到电影票
等奖品，11月9日参加本报昆
嵛山相亲会并获得新世纪影
城提供的电影票的朋友可于
11日免费去看电影，影城地址
在芝罘区阳光100五楼。

单身男女在报名时，须提
供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书
的原件及复印件，此外，离异
者还应携带离婚证原件及复
印件，丧偶者应携带相关证明
原件及复印件。报名者可到本
报办公地点(环山路3号润利
大厦1603)报名，会员年费100

元，服务期限自报名当天开始
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咨询
电话6879060。

扫扫码码加加微微信信

6655元元看看天天鹅鹅去去

本报11月10日讯(记者
齐金钊) 近日，美丽的大天
鹅又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到
咱家门口来过冬了。为了让
大家第一时间与美丽的天鹅
来次亲密接触，本报齐鲁爱
游俱乐部邀你一起去看今冬
第一批大天鹅。

日前，记者从威海市烟墩
角村获悉，几十只大天鹅已经
抵达烟墩角，在这里“安营扎
寨”准备越冬。烟墩角是威海
文登的一个濒海村庄，每年十
一月至来年三月间，总有数千
只野生大天鹅从遥远的西伯
利亚飞到这里越冬。

由于当地村民自觉爱鸟
护鸟，天鹅也与村民建立了
浓厚的感情。人与天鹅和谐
相处，海滩也由此多了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除了拍摄大天鹅、与美
丽的天鹅合影外，烟墩角村

内还有不容错过的渔家风情
等你细细感受。

如果你想加入到今冬首
支天鹅观赏团中来，马上致
电齐鲁爱游俱乐部加入吧。
我们将在15日早晨8点在烟
台市区文豪大酒店门口 (世
茂广场对面)集合出发，观赏
团往返一日报价仅收65元/

人(含往返交通及午餐)。报名
电话：13853555532张女士。你
还可添加齐鲁爱游俱乐部公
众号：qlwbytly。我们会在第
一时间为您提供新鲜的活动
内容和旅游资讯。

问暖QQ群 82712681

15264520357 13645352546
问暖热线

《居民私改管道，整
个单元面临停暖》追踪

联合
执法人员
正在清理
广告牌匾。

本报记
者 王永
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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