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皇 蒋龙龙

小区收费人员>>

几户居民不交暖气费

已多次贴出催费通知

“我们小区供热管道是串联
的，现在没法报停，今年都催了
好几遍了，就是有几户不交暖气
费。串联管道只有总开关，单户
不能停，结果就有白蹭暖气的住
户。”负责收济南饭店宿舍楼暖
气费的工作人员李先生说，“连
续3年单位至少已经为不缴费的
住户垫了6000元，今年实在不能
再垫了，但又没有别的办法。”

12日上午，记者来到经三纬
七路附近的槐荫区240号济南饭
店宿舍楼，宿舍楼总共南北2栋，
83户。2栋楼分别有3个进水管道
总开关，在楼体里已经找不到进
水管道，李先生介绍，串联的管
道都在住户家里走，出水管道则
埋在了地下。

在宿舍楼大门旁的公告墙
上，记者看到了4张催费通知。10
月14日贴出了今年采暖季的缴
费通知，缴费日期截至10月31
日。第二张则是10月31日贴出的
催缴通知。缴费日期延至11月10
日，通知里写明“如逾期不交将
影响供暖”。

到了11月11日，仍有6个住
户未缴取暖费，李先生又贴了张
催缴通知。通知里把未缴费住户
的名字都写了出来，到12日上

午，李先生说，已有两户交上了，
但还有4户没交。“除了反复贴催
缴通知，公布不交费用户的名
字，没别的办法。没法给他们停
暖，也不可能停水停电。”

供热企业说法>>

该小区为单位用户

采暖费应由单位收齐

记者从济南热电公司了解
到，济南饭店是单位交费用户，供
热面积包括居民和济南饭店商用
两部分，和热电公司签订了供热
合同，采暖费由单位统一收齐交
热电公司。而宿舍楼是串联，个别
业主不用热，可在冲水打压之前
拆片后申请报停，不影响其他业
主供暖。小区也可改造供暖设施
为一户一阀后，由济南饭店单位
向热电公司申请移交，由热电公
司直接对业主收缴暖气费。

“但是很多人家都不愿意
拆掉暖气片，所以没有申请报
停。”李先生说，他今年和去年
都联络过住户改造成一户一阀
的，但是去年有十多户居民不
愿意交钱，收起的钱都退回去
了。今年仅收到两户居民的钱，
数量太少，也没办法改造。

“改造费用也不低，光公共
管道每户就要交800块，各人家
里的管道还要另外交钱，很多
人想着反正最后都能用上热，
就不愿意改造了。”李先生说，
除了走法律程序，他想不到其
他的解决方式。

44户户不不交交费费，，7799户户 ““连连坐坐””挨挨冻冻
老楼房串联供热带来麻烦一串，想单户 报停都很难

4户居民不交物业
费，直接让济南饭店宿舍
楼“连坐”：其他70多户居
民因供热管道是串联，整

栋楼仅有总开关而陷入无法取暖的境地。据了解，串联供
热管道多存在于老楼房，单户报停会影响其他人供热，还
有用户不报停又不缴费白蹭暖气。

本报记者 王皇 蒋龙龙

济南市老城区还有大量的小
区属于串联系统，目前数据上难以
统计。串联系统会给居民和热企带
来一大堆麻烦，用户报停难，供热
不均，而且居民恶意欠费，热企维
权也困难。不过要实现串联系统改
为分户控制系统，又面临资金和居
民意愿两道坎。

串联分户系统

产生于锅炉房时代

据记者了解，济南供暖系统

主要分为串联分户系统和分户控
制系统。串联分户系统主要是一
个单元或一个楼房为单位，一根
管道从楼层底部通到顶部，由上
向下供暖，因此常被称为“上供下
回”。在串联式供暖系统中，一个
单元共享一个阀门，有的还出现
一栋楼共享一个阀门的情况。

“省城刚开始推行供暖时，所
有的小区都是这种系统。”济南热
电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
种供暖系统主要是从前苏联学习
而来，“刚开始供暖时，小区都是依
靠小锅炉供暖。”小锅炉产生的热
水温度高压力大，串联系统主要是

和小锅炉房搭配的系统。
据记者了解，串联系统主要存

在于济南的老城区，“本世纪初，国
家开始推广分户计量，新加入供暖
的小区都是分户控制系统。”分户
控制系统就是在楼道里竖着进水
管和回水管，然后分别由阀门接入
每个住户。

串联系统用户报停难

热企想要维权也难

由于串联系统小区的供暖管道
年龄都在10年以上，管道损坏和堵
塞严重。由于是一根管道通整个单

用户报停难、供热不均、热企不好维权

串串联联供供热热系系统统带带来来成成堆堆麻麻烦烦

本报11月12日讯（记者
蒋龙龙 实习生 刘娇娇）
12日，记者从济南热力公司获
悉，章丘电厂余热利用项目管
道敷设已经开工18公里。项目
分两期，整体工程将于2016年
完工。一期工程完工后，下个
供暖季，章丘的热源便可供应
省城东部城区。

根据济南市热力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章丘电厂余热
利用项目为《济南市工业废热

（余热）利用供热规划方案》中
的重点项目。该项目实施完成
后，章丘电厂余热可向济南东
部城区供热2000万平米，“项
目供热范围为历山路以东、东
巨野河以西城区。”

项目以华电章丘电厂
发电余热为热源，并建设管

网、换热站把热源送到省城
东城。其中，管网建设长度
为43 . 3公里，为省城输送距
离最长的供热管道。管网起
点为华电章丘电厂，沿省道
1 0 2至机场路，沿机场路向
南至飞跃大道，从飞跃大道
沿龙凤山路向南至横四路，
沿横四路向东至唐冶西路，
沿唐冶西路向南至世纪大
道，沿世纪大道向西至工业
南路，沿工业南路向西到达
终点——— 东新热电厂。

该项目将分为两期实施，
其中，一期工程实施东区燃煤
替代供热长输管网工程，长达
28 . 2公里，主管网口径为1 . 4
米，“为省城最粗口径的供暖
管网。”一期工程中的唐冶西
路、横四路、龙凤山路热力管

网工程已基本完成，世纪大道
（绕城高速—凤凰路）、机场路
热力管网正在施工过程中。

二期东部城区小型燃煤
锅炉替代供热主管网、换热站
及支线管网工程15 . 1公里，分
支管网口径为1米和800毫米。

“明年冬天将率先完成部分工
程建设并投用，力争2016年完
成全部建设。”

记者了解到，虽然输送距
离长，但由于采用高温水管网
建设，管网损耗仅为5%。为进一
步降低热损耗，工程还将采用
预制保温管提高保温效果。为
了进一步保温、增温，济南热力
还将在管网重点附近新建、改
建祝舜路、小鸭、东新、正丰路、
唐冶等14座能源站进行换热，
实现加压升温。

本报11月12日讯（记者 蒋
龙龙 实习生 刘娇娇） 根
据济南市工业余热利用规划，
黄台电厂和章丘电厂实施高背
压改造，共提高供暖能力4500
万平方，这两个电厂的供暖能
力总和为6500万平方。目前，济
南市的供暖面积在一亿方左
右，如开发的余热供暖能力能
够完全应用，工业余热供暖将
占省城供暖的“半壁江山”。

记者从黄台电厂了解到，
电厂内的7号机组进行的“高
背压供热改造”工作已进入尾
声。项目完成后，机组自身的

供热能力翻番，仅此一台机组
便可增加800万平方米供热面
积。黄台电厂计划到2017年
底，其他机组也全部进行余热
利用改造，届时供热能力可从
现在的2100万平方米增加到
4500万平方米。

章丘电厂余热利用项目
管网工程建成后，总计可提供
供热能力2000万平米，成济南
市第二大热源。济南热力相关
负责人表示，这些热源将首先
替代历山路以东、东巨野河以
西区域内的老城区内，采用蜂
窝炉、小煤炉或空调采暖的既

有建筑面积约300万平方米。
其次解决急需供热的新用户
约650万平方米，并替代35吨
以下的62台社会燃煤锅炉（供
热面积约650万平方米）和15
台济南热力自有锅炉（供热面
积约400万平方米）。

该负责人还介绍，由于工
业余热提高了供暖能力，无需
额外进行生产，因此燃煤消耗
不再增加，“仅章丘电厂项目提
高的供暖能力，每年可减少燃
煤消耗42万吨标煤，年消减二
氧化硫5100吨、氮氧化物1742
吨、烟（粉）尘排放1177吨。”

章章丘丘电电厂厂热热源源明明年年供供应应济济南南
可向东部城区供暖2000万平方米

章章丘丘余余热热可可替替代代7777台台燃燃煤煤锅锅炉炉
每年可减少燃煤消耗42万吨标煤

问暖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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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或者整座楼，“如果其中一户家中的一个
暖气片发生堵塞，整个一个单元和一栋楼
都可能受影响，发生不热的情况。”

据工作人员介绍，由于串联系统还
存在供热不均的问题，出现了顶楼居民
家里的室温很高，底层居民家里的暖气
温度却较低。

由于不能实现单户控制，根据《山东
省供热条例》，串联系统居民也不允许进
行报停。但部分热企为了方便市民，当串
联用户提出报停时，一般会灵活考虑。但
即使允许报停，用户也要拆除暖气片，

“为了不影响试水打压和其他用户供暖，
必须在冲水打压之前。”

记者了解到，部分串联供热用户存
在欠暖气费的现象，但是热企也没有办
法进行相关的维权。根据《山东省供热条
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供热企业不得因
部分用户欠交热费，停止向其他已交费
用户供热或者降低供热标准。”当一户欠

费时，热企也不能给单元和小区停暖。

串联改为分户控制

改造资金也是难题

省城一热企相关负责人介绍，串联
系统用户要想提高供暖质量，均匀供热，

“不再出现楼顶热、楼下凉的情况”，可到
热企去申请分户控制改造。

分户控制改造就是在走廊里竖两根立
管，一根为进水管、一根为回水管，把居民
家的供暖系统接入进水管和回水管，便可
进行分户控制改造。“改造后，居民的报停
会很方便，而且供热更为均匀。”居民的供
暖质量会有很大的提升。

不过在推广时，由于涉及技术改造，需
要一部分资金，改造都应归居民和小区的产
权单位出钱。记者还了解到，有些居民并不
愿意出资，因为在楼上属于温度较高人群，

“并不愿意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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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饭店宿舍楼北楼由两个开关控制。 本报记者 王皇 摄

工作人员多次贴出的《催交通知》。
本报记者 王皇 摄 串联示意图和分户控制示意图(资料片）。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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