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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4日讯（记
者 蒋龙龙） 15日零时，
省城将正式进入今冬供暖
季。今年省城的供暖面积
将达到1 . 2亿平方米。过
了15日零时，市民室内的
供暖温度须达到1 8℃以
上。如不达标，居民可向
供热企业投诉，供热企业
必须向居民回复。据了
解，除了今年新加入集中
供暖小区外，省城其他小
区绝大部分都热了起来。

14日下午，记者从济
南市政公用事业局获悉，
2016年省城新建、改造供
热管网 8 6 . 7公里，投资
7 . 32亿元。预计今年将新
增供热面积超过1 5 0 0万
平方米。今冬省城的供暖
面积已经达到1 . 2亿平方
米。

今年的供暖热源也
有了很大的改变。今年市
政供暖系统利用不到两
个月的时间按计划完成
了25台锅炉拆除工作。剩
余3台3 5吨/时燃煤锅炉
按责任书要求2017年6月
底前完成淘汰。

原来的锅炉淘汰后，
为保障正常供热，热电、热
力公司投资3 . 2亿元实施
了替代设施建设，完成15
台燃气锅炉和约27公里供
热管网建设。

济南市今年继续推进

工业余热利用，章丘电厂
进一步挖掘余热能力，今
年将有超过800万平方米
用户用上“章丘热”，黄台
电厂完成了8号机组高背
压改造，增加供热能力900
万平方米，明湖热电厂两
台35吨/时燃煤锅炉被黄
台电厂余热替代。

济南市今年还启动
了腊山热源厂一期工程
建设，新建 2台7 0MW热
水锅炉及配套管网，完成
了项目前期手续，已进场
施工，计划明年年底竣
工。

为了保证供暖早日达
标，按照济南市政府要求，
济南热电、济南热力等省
城主要热企于11月1日开
始启动热调试。省城市民
家从11月1日起陆续热了
起来。

根据《济南市城市集
中供热管理条例》，济南
市区采暖期起止时间为
当年十一月十五日至次
年三月十五日。在此前的
热调试中，虽然不少市民
家热了起来，由于不是正
式的供暖季，居民家的温
度不少没有达到18℃。随
着正式供暖季的开始，市
民 室 内 的 温 度 须 达 到
18℃，如不达标，居民可
向供热企业投诉，供热企
业必须向居民回复。

老老条条例例已已失失效效，，新新办办法法没没出出台台
供暖不达标退费亟须制订具体细则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室温达不到18℃
符合条件应退费

根据2014年施行的《山东省
供热条例》规定，在室外温度不
低于供热系统最低设计温度、建
筑围护结构符合当时采暖设计
规范标准和室内采暖系统正常
运行条件下，供热企业应当保证
采暖供热期内用户卧室、起居室
的温度不低于18℃。

对于供热企业原因造成的
室内温度不达标，供热企业应当
承担检测费用并减收热费，具体
办法由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
府制定。

济南一热企负责人告诉齐
鲁晚报记者，根据供热条例，室
温达到18℃有三个前提，一是室
外温度不低于供热系统最低设
计温度。目前，济南的供热管网
最低设计温度为室外平均温度
低于-7℃。第二个是建筑围护结
构符合当时采暖设计规范标准。
第三个就是室内采暖系统正常
运行。这三个前提下,保证采暖
供热期内用户卧室、起居室(厅)
的室温不低于18℃。

“除了自管站区域和一些中
小型热企供暖的范围内，济南热
电、济南热力公司的供暖区域
内 ,很少有用户的室内温度在
18℃以下。而且在不到18℃的情
况下,因热电、热力等热企原因
造成的寥寥无几。”该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表示，有些老旧小
区没有进行节能改造，墙体保温
差，系统难以达标供热。另一方
面，老旧小区室内供热系统本身
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管道堵塞、
水循环差，需要进行疏通清理。

“这些非热企原因造成的不达标
并不会退费。”

不达标退费标准
仍沿用去年办法

在新的《山东省供热条例》
出台之前，济南市测温退费依据
的文件为2010年通过的《济南市
居民住宅供热室温检测及退费
规定》，其中有条文规定，按面积

缴纳采暖费的用户，认为室内温
度未达到16℃，应首先向供热单
位提出室温检测申请，供热单位
要及时提供免费检测服务。

该《规定》同时还规定，当室
温不达标，并且是由热企造成
的，退费按照下列规定执行,对
室内检测温度在14℃－16℃(含
14℃)的，退还日采暖费的50%；
对室内检测温度在14℃以下的,
退还日采暖费的100%。

14日，记者从省城主要热企
获悉，由于供暖温度由16℃提高
到18℃，该规定已经自动失效。

一热企负责人告诉记者，目
前济南市还没有出台新的退费
标准，“如果出了新的退费标准
将按照新的来执行。”该负责人
还介绍，济南市市政公用系统曾
经出台过新的行业规范化服务
标准，“其中规定，室温在14℃-
18℃(含14℃)的,退还不合格天
数采暖费的50%；室温低于14℃
的 ,退还不合格天数采暖费的
100%。”如果今年不出台新的文
件，热企还将按照去年的办法来
执行。

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仍然采用去
年的退费方法。

省条例18℃是标准
济南配套办法还未出台

省城供暖主要遵循的法律
法规为《山东省供热条例》《济南
市城市集中供热管理条例》以及
济南市市政公用管理部门和济

南市物价部门出台的相关文件。
2014年，《山东省供热条例》

在山东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7
次会议通过，其中规定，省内供
热企业应当保证采暖供热期内
用户卧室、起居室的温度不低于
十八摄氏度。而济南市于1998年
通过的《济南市城市集中供热管
理条例》规定，济南市供暖温度
为16℃以上，并按照16℃的标准
出台了一系列文件。

“济南的退费标准和热计量
政策便是按照16℃来确定的。”
省城一供暖业内人士介绍，由
于山东省提高了供暖温度，这
些标准和政策便都自动废止
了。为了热计量政策的顺利实
施，济南市物价部门已经修改
了收费标准。

根据《山东省供热条例》，用
户认为室内温度不达标的，可以
向供热企业提出温度检测要求，
供热企业应当在24小时内进行
检测。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可
以委托法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
测。“因供热企业原因导致室内
温度不达标的，供热企业应当承
担检测费用并减收热费，具体办
法由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
制定。”

该业内人士介绍，济南市一
直没有正式出台相关的配套方
法。“虽然热企内部有具体的操
作办法，但是居民对退费的标准
并不清楚。”他还是希望济南市
出台正式的文件和规范，向社会
公布，让热企和市民都有章可
循。

今天省城正式供暖
室温不到18℃可投诉

葛相关新闻

本报11月14日讯（记
者 蒋龙龙） 目前，济
南热电有限公司已启动
供热锅炉26台（其中燃气
锅炉9台），确保11月15日
正式供暖后，达标供暖。
此外，济南热电将依托“智
慧热网”系统，根据天气变
化情况适时启动锅炉，让

“暖流”领先寒流到达用户
家中。

济南热力公司相关
负责人也介绍，济南热力
下属的热源厂目前出厂
水已经是70℃左右了，随
着正式供暖季的开始，济
南热力还将根据天气情
况对管网的供水温度进
行提升。

据记者了解，省城还
有几千户已经申请了热计
量供暖。据济南热电公司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热计
量表将从11月14日24:00起
码录入，2017年3月15日24：
00止码录入，“共进行120
天计费。”

另外，省城还有不少

小区今冬刚刚加入集中供
暖。据济南热电公司负责
人介绍，由于申请时间较
晚、换热站选址、外墙保温
等因素影响，目前，济南热
电辖区尚有部分新加入集
中供暖的老旧小区供暖设
施正在施工中，济南热电
将积极组织施工，按照合
同约定时间供暖。目前济
南热力也有和平新村、南
全福等新小区加入集中供
暖，这些小区也将按照合
同约定时间供暖。

热企同时提醒居民，
今冬供暖费缴费时间将截
止到本年度11月15日(周
二)24时。逾期未缴纳将会
影响正常用热，系统将会
自动每日产生3‰的违约
金。

市民可以到各热企的
缴费大厅缴纳，也可以登
录济南热电公司、济南热
力公司缴纳，也可以选择
到济南热电、济南热力公
司的微信公共平台进行缴
纳。

今天再不缴供暖费
就要有违约金啦

自从两年前，山东省将供暖室内温度提高到18℃后，济南市至今未出台
详细的退费标准。据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在正式标准
出台之前，各热企仍然采用去年的办法。因热企原因造成居民户内不热的，
室温在14℃-18℃(含14℃)的，退还不合格天数采暖费的50%；室温低于14℃
的，退还不合格天数采暖费的100%。

济南热力公司工作人员在清洗供暖设施过滤阀。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不少居民家在热调试期间已经达到18℃以上。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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