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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1月4日讯（记者
刘雅菲） 4日，济南市纪委

召开十一届二次全体会议，部
署全市纪检监察系统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审议通过了

《中共济南市纪委十一届二次
全体会议公报》。

济南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程德智指出，党的十九大是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
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
会议，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对坚定不移
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性安排。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学习宣
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最核心的政治任
务，坚持学思践悟，在学懂、弄
通、做实上下功夫，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十九大精神上来，
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十九大确定
的目标任务上来，推动十九大精
神在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学到实

处、落地生根。
程德智要求，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统揽纪检监察各项工作，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把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
转化为具体工作任务，强化担
当、标本兼治，忠诚履职尽责，不
松劲、不停步、再出发，深入推动
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巩固深化正
风肃纪成果，持续释放一寸不
让、半步不退的强烈信号，坚持
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夺取反
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扎实推进
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实现市一级
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监督全覆盖，
将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到底。

程德智强调，要以新面貌跨
入新时代，锻造让党放心、人民
信赖的纪检监察“铁军”，牢固树
立“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的意
识，确保队伍纯洁性。要及早谋
划明年工作思路和重点，早打
算、早准备，确保实现良好开局。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济南西城主管网
逐步开始暖管送汽

济南热电有限公司于2017
年11月5日-8日，对蒸汽供热
管线—“金汽北线”进行暖管送
汽，送汽工作从11月5日上午8
点多开始，预计送汽时间96小
时。届时送汽沿线检查井可能
出现冒汽现象，这属正常，济南
热电公司提醒市民不必惊慌。

据济南热电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金汽北线起止点为金鸡
岭热电厂至省中医东院区，管
网 总 长 度 约 1 5 公 里 ，管 径
DN250-DN600，供热范围包括
舜耕路、经十路（玉函路-山师
东路）、青年东路、文化西路（青
年东路-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泺文路、泺源大街、马
鞍山路等。

“本管网已停运半年多，为
确保管网安全运行，供暖前要
进行暖管。暖管有两个目的：一
是管道温度和蒸汽温度相差很
大，如果大量蒸汽突然进入管
道，会产生较大热应力，供热管
道及相关阀门附件安全会受到
威胁；二是为确保管网安全，消
除‘水锤’现象。”热电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水锤”现象简单
来说就是凝结的水流冲击管
道。因为高温蒸汽进入管道后，
会逐渐降温变成凝结水大量聚
集，由于管壁光滑，后续水流在
惯性作用下，水力会迅速达到
最大，产生破坏作用。如果不及
时排出凝结水，管道就有可能
造成破损。

送汽开始之后，由于要排
出凝结水和蒸发掉管沟内的潮
气水分，现场的检查井会有大
量白汽冒出，这属于正常排潮，
市民不必感到惊慌。

金汽北线沿途设有疏水56
处，排潮13处。疏水、排潮冒汽
现象的地点主要位于财经大学
桥、广场东沟（济大路桥、经十
一路桥、经十路桥）与泺文路

（文化西路至泺源大街）处。

为做好这次金汽北线的送
汽工作，济南热电会在现场采
取安全防护措施，安排工作人
员进行操作、监护。提醒广大市
民注意避让，切勿近距离围观。
同时济南热电也提前一周，对
该条管线上的热用户下发通
知，告知热用户该条管线的送
汽时间和用汽情况。

暖管送汽后，济南热电将
对部分厂管换热站进行同步投
运，管网逐步进入热调试阶段。
随着管网逐步进入热调试，居
民家里也将先后热起来。

章丘、黄台热源启动
东城主管网开始热调试

主要向历山路以东供暖的
济南热力集团也在抓紧进行今

冬的供暖准备工作。据济南热
力集团生产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黄台电厂和章丘电厂作为
济南东部的两个热源点，今冬
实际供暖面积已经占了东城的
一大半，“目前这两大热源点都
开始向外输送热源”。

该负责人表示，随着热源
到位，东城的一次管网开始逐
步热调试。随着一次管网进入热
调试，东城的一些换热站开始进
入了热调试状态，“有少部分居
民家中的暖气片虽然还没热起
来，但是已经有点温了。”

章丘将把更多热量输送到
济南东部城区，去年章丘电厂给
东城供热面积1000万平方米。据
济南热力相关负责人介绍，章丘
供暖管网今冬供暖面积将从去
年的1000万增长到2000万平方

米，温暖更多东城居民。
为了做好今冬的供暖准备

工作，济南热力集团现有的18台
自有热源已全部完成设备前期
调试及供暖准备工作。为实现供
暖更环保的目标，济南热力集团
现有的18台锅炉大部分已改造
为煤粉炉和水煤浆锅炉。

“目前浆水泉和莲花山热
源厂也都各自点了一台锅炉。”
济南热力将根据情况及时调配
储存燃料，保障今冬供暖。

居民家将从下周开始
逐步热起来

记者从省城热企获悉，热
企虽然已经开始陆续点炉供
暖，主管网也开始暖管送汽，但
是居民家陆续热起来，还要等
一段时间。

据一家热企负责人介绍，
为保障热网运行安全，送热时
热网整体升温需要较长时间。
供暖主管网进行热调试后，“小
区的换热站和供暖管网也要进
行热调试，随着小区的换热站
开始调试，居民家里才会逐步
热起来。”

多家热企负责人告诉记
者，“今年的法定供暖日期仍是
11月15日。”根据往年的热调试
经验，省城多数居民家中将从
11月8日开始逐步热起来。“从
11月8日到11月15日，这个时候
是供暖调试期，居民家的暖气
片将逐步从温乎到热起来。”

在供暖调试期，居民家的
暖气片也有可能出现温度变化
等情况，“这些都是调试期的正
常情况。”记者了解到，还有菜
市新村等多个供暖孤岛解决了
供暖问题，这些新加入集中供
暖的用户，将根据签订的供暖
合同来供热。

本报济南11月4日讯（记者
刘雅菲） 4日，济南市第十

一届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体
会议，全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政
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
学习、出席军队领导干部会
议、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十
一届二次全体会议精神，审议
通过了《中共济南市委关于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决议》。

全会要求，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要牢牢把握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这一主线和灵魂，坚定不
移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
地位和领袖权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全面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基本方略，确保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
济南落地生根。

全会强调，党的十九大在
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

出部署的同时，明确了从2020
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步走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新目标。要深刻把握“两步
走”的发展脉络和实践逻辑，
积极主动做好各项战略、规
划、政策、措施的对标与衔接，
进一步深化完善“四个中心”
建设思路举措，确保各项工作
奋勇争先，努力走在全省前
列。要牢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这条主线，加快实施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深入
推进“四个中心”建设的各项
工作，建设具有省会特色的
现代化经济体系。要科学划
定城市开发边界，提高规划
建设管理水平，推动城市发
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
式转变。要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
统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全
市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
治局面。要推动文化大繁荣大
发展，大力提升城市文化软实
力。要着力改善民生和创新社
会治理，让群众有越来越多的

“获得感”，有越来越浓的“幸
福感”，有越来越强的“安全

感”。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观，大力实施可持续发
展战略，坚定走生产发展、生
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
道路。

全会强调，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关键在知行合
一、言行一致抓落实。抓落实
是对党绝对忠诚的具体体现。
对党绝对忠诚不是抽象的概
念而是具体的行动，要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
造性地开展工作，确保党的十
九大精神在济南落到实处。

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
聚力量、真抓实干，加快“打造
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努
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不断做出新的更大
贡献。

中共济南市委十一届二次全会举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建建设设有有省省会会特特色色的的现现代代经经济济体体系系
济南市纪委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锻锻造造让让人人民民信信赖赖的的纪纪检检监监察察铁铁军军

今冬供暖进入倒计时，省城供暖主管网开始暖管送热

多多数数市市民民家家88日日开开始始热热起起来来
随着 1 1月 1 5

日供暖日期的日
益临近，省城供暖
已经进入倒计时。
为了保证用户能
在 1 1月 1 5日稳定
达标供暖，济南各
供热企业正紧锣
密鼓进行供暖工
作。济南热电将从
1 1 月 5 日 上 午 对
“金汽北线”进行
暖管送汽。章丘电
厂和黄台电厂热
源也开始启动。东
城的供暖主管网
也开始暖管。

济南热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在紧锣密鼓准备供暖工作。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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