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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保管费

欠缴得补上

本报6月9日讯（见习记者 唐
园园） 济南的王女士2013年5月份
将档案存放在历下区人才交流中心
保管，当时一次性交了一年的费用，
但之后王女士忘记继续缴费。“2015

年之后档案保管费取消了。我听网
上说，之前没有缴纳的费用也就不
用交了，这是真的吗？”

就王女士的问题，记者咨询了
历下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该中心
的工作人员回复，这样的说法并不
属实，2015年1月1日之前欠缴的档
案费需要补缴。

该名工作人员称，2014年12月
国家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
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90号)

文件规定，自2015年1月1日起，取消
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
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7大类22

项服务费用。
但是对于2015年之前未缴纳的

费用，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按照“应收
尽收”的原则，要求清缴欠费。“鲁价
费发〔2012〕158号文规定，人事档案
代理收费标准2013年起降为每年
120元，2014年仍在规定收费的范围
时限内。”该工作人员称。

没有补缴的费用应该被清
缴，那么一次性多交的部分，能够
退吗？市民李先生就遇到这样的
情况。2 0 1 4年 9月份，李先生同样
交了一年的费用。“听说2015年不
用交档案费了，那我多交的钱能
退吗？”针对此问题，历下区人才
交流中心的工作人员说，对多缴
纳的费用，人才交流中心会予以
退还，“携当时缴费的票据即可办
理退费手续。”

港华燃气：

没有书面并网申请

管网还没通到小区

郑先生说：“关停和并网并不是
一回事，裕民燃气只能负责关停，并
网的事情还是需要港华燃气进行，
我们只能起到辅助作用。”郑先生介
绍，早在2014年，裕民燃气就与港华
燃气公司接洽过，并在2014年5月
份，把小区里燃气户数、施工图纸等
资料报给了港华燃气公司。

“港华燃气公司在8月份就已
经进行过实地查看了，1 0月份施
工图纸也出来了。今年的3月份还
到现场去过，但是也不知道是什
么原因到现在也没有施工。”郑先
生说。

港华燃气工作人员介绍，当
时收到小区的图纸资料，到现场
勘查也都是去了解情况。但是裕
民燃气一直没有向港华燃气提出
正式的书面申请，包括正式的函
文都没有。按照流程，应当由裕民
燃气正式提出申请，港华才能正
式受理。

此外，港华燃气的管道虽然已
经铺设到了景苑东路，但是还缺一
条东西走向的管道，管线还是没有
办法接到幸福苑小区和家和苑小
区。工作人员介绍，大约在2015年下
半年可以完成铺设，但是具体时间
还不能确定。

本报见习记者 张玉岩

扛煤气罐太不方便

居民只能用电做饭

李先生家住工业北路的幸
福苑小区，之前家里一直用着
管道液化气，但是不知道为什
么今年的4月份管道液化气突
然给掐了，直到现在，小区里的
供气也没有恢复。

“现在大家做饭都只能用
电做饭，要不就得扛煤气上楼，
太不方便了。”李先生说。李先
生介绍，4月份停止供煤气的还
有好几个别的小区，家和苑小
区也是这样，有好几千户人家。

9日上午，记者从幸福苑小
区的物业了解到，小区在2000
年左右就已经建成，物业是到
2012年才入驻该小区的，那时
候小区里已经开始使用管道液

化气了，具体是什么情况物业
也不是很清楚。“听小区的居民
说，4月份的时候他们把气表给
摘了，现在原来安装气表的地
方就只剩下管道了。”

新卉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介
绍，小区的煤气站撤离的时候，
居委会也不知道，只是听居民
说大概在4月份。在居委会楼
下，一间办公室旁边还挂着“煤
气服务站”的牌子，但是防盗门
已经被一条生锈的铁链锁起来
了。在旁边的宣传栏中还贴着
一张通知，告知燃气用户账户
上气量余额的处理方式，落款
是幸福苑燃气服务站，日期是
2015年4月13日。

原瓶组站紧挨小学

有消防隐患才关停

通过煤气服务站上留下的
服务电话，记者联系到了幸福

苑小区之前的供气单位，济南
裕民燃气有限公司。裕民燃气
负责幸福苑小区供气事务的郑
先生介绍，之所以会关停幸福
苑小区的供气，是因为该片区
的液化气瓶组站有消防隐患。

“这一片区的液化气瓶组
站是在2005年前建成的。但是
在2006年，建设工业北路第二
小学的时候，把瓶组站规划到
了小学范围之内，在小学的东
南角上。到了2013年10月21日，

历城区教育局以红头文件的形
式报到区政府，认为小学里建
设瓶组站有安全隐患。”郑先生
介绍，“到了2014年3月份，这个
瓶组站成了济南市消防安全隐
患严重单位，被挂牌督办。今年
1月26日，全福街道办事处要求
裕民燃气3个月内关停并网。”

因此，在今年4月中旬，裕
民燃气就撤出了幸福苑等小
区，现在小学里的瓶组站也已
经拆除了。

小小区区停停气气已已俩俩月月，，用用电电做做饭饭到到何何时时
港华燃气：管网还没铺到小区，啥时供气不确定

旅游路沿线正在

推进建设加压站

记者了解到，燕山工业园
包括转山西路、洪山路、浆水泉
路，北到经十东路，南边跨过旅
游路，近年来这里建起了越来
越多的小区，随之而来的就是
供水问题。“这里建成时是使用
自备井供水，但是目前地下水
位下降，已经不能满足这些小
区的供水需求了。”姜海英说。

但这一问题目前已经开始
着手解决：“燕山工业园开发区
已经开始跟市政公用事业局和
水务集团进行接洽，希望能够接
入供水管网。”姜海英表示，要给
这一片区供水需要新建加压站
和供水管网，因此就牵扯到选
址、用地、规划、环评等一系列问
题。“目前这些工作都正在加快
推进，等到加压站和供水管网建
成，燕山工业园附近的小区居民
就都可以用上城市自来水，粗
略估计大概能惠及5万人口。”

增援分水岭水厂

缓解南部用水难

一到夏天，济南的供水就
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一点在
数据上也体现出来。据姜海英
介绍：根据近三年供水量统计
分析，年日均供水量增幅3%左
右，预计2015年度日均供水量
73万立方米，夏季高峰最高日
供水量将达80万立方米。

而济南的地势南边高，在
用水高峰，南边小区遇到的供
水问题会更加突出。“济南南部
属于高地形区，的确存在供水
压力不足的问题。”姜海英说。
据姜海英介绍，济南的分水岭
水厂主要负责南部的供水，往
年日供水量都在5万立方米左
右，而今年的日供水量只有1
万到1 . 5万立方米，“最低的
时候只有8 0 0 0立方米，因此
缺水量比较大。”

那么，今年南部的供水会
不会出现问题呢？姜海英表示，
因为缺水量比较大，所以要尽
量扩大水库的来水水量。目前
正准备扩建建设路加压站和七
贤加压站，将日供水量由目前
的8万方立方米扩大至11万立
方米。“长距离将水调往原分水
岭供水的范围，弥补水库来水
不足造成的供水压力降低的问

题，大约在七月份可以改造完
成实施供水。”姜海英说。

改造二次加压设备

高层用水更有保障

现在有不少小区还存在二
次供水设施，早日将这些二次
供水设施的产权移交到水务集
团，喝上更加放心的水，也是不
少市民的心愿。

9日，姜海英表示，目前济
南还有接近400处二次供水设
施，而对这些设施的回收改造
工作也正在进行中。“今年在
改造资金和改造政策到位的
情况下，打算改造100处二次
供水设施。”

姜海英表示，目前这些二
次供水设施还归业主委员会、
物业公司等进行管理，改造完
成之后，会接手运行。这些小
区的高层供水，也会更加有保
障。

13片区管网改造

解决水压低难题

有市民反映因为小区的管
网老化，导致小区水压低，无法

正常用水。姜海英表示，存在此
类问题的这些小区普遍存在供
水管网运行时间较长，管道老
化，跑冒滴漏严重等现象。

“跑冒滴漏加上老旧管网
过细，易造成水压不足和水质
二次污染，影响居民的用水感
受。”姜海英说，从2004年开始
到2014年，10年时间里济南水
务集团已经投资3 . 8亿元，集
中对老城区低压片区进行升级
改造，逐步更换“管龄”超过30
年的老管网。

今年还将投资1600多万
元 ，对 世 纪 佳 园 、玉 函 南 北
区 、铁 路 玉 函 小 区 、阳 光 舜
城、胜利大街、美里新居、王
炉庄、闫千户 5区、泉城路北
片区、黄岗东路 6号院、无影
山新村、毕家洼片区和袁东、
袁西片区13个危旧片区进行
管网改造。

姜海英表示，在对这些片
区的改造过程中，将用先进的
PE管和球墨铸铁管替代老旧
管道。这种管材具有物理性能
优良、柔性好、耐冲击等优点，
使用寿命长达50年以上。改造
完成后，市区100户以上片区性
水压低问题将消除。

追踪报道>>

旅旅游游路路55万万居居民民将将吃吃上上自自来来水水
水务集团拟扩建两处加压站，缓解南部片区夏季水荒

工业北路幸福苑小区的居民已经俩月没有用上燃气
了。原供气单位裕民燃气说，因为瓶组站有安全隐患，才停
止供气，并网资料也给了港华燃气公司。港华燃气则称，管
线还没有铺到幸福苑小区，也没有收到正式并网申请。

9日，本报报道了旅游
路和洪山路周边一些小区
共用一眼自备井，大热天每
天都停水，给居民生活带来
不便一事。当天上午，济南
市水务集团董事长姜海英
到12345接听市民来电时，
给这一片区的居民带来了
好消息。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幸福苑小区煤气服务站大门紧锁，院子里的气表也已经撤走，
只剩下管线。 见习记者 张玉岩 摄

济南水务集团对铁路南
苑小区进行片区管网改造，解
决小区水压低难题。(资料片)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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