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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一：
查失水，找漏点
节能降耗保供暖

章丘的供暖管道因年久失
修、漏失率高导致的热损失高，
影响供热质量的同时，造成供
热资源浪费、经济效益降低，也
加大供热企业的成本压力。章
丘供热公司牢牢抓住供热失水

“查与修”的牛鼻子，开展供热
公司内部查漏与聘请专业公司
仪器查漏相结合的方式，对供
热管道漏失率较高的小区展开
了地毯式的查失水专项行动。

据统计，2017至2018年供
暖季共计查找漏点602处抢修
500多次，供热二次管网节水
415085m3，节约供热成本约
747万元。章丘供热公司这笔
节能降耗的经济账，带来的不
仅是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更重
要的是无法估计的民生效益。

亮点二：
板式换热提效率
增强换热保供暖

随着章丘城区面积的快速
增加，供热用户也越来越多，对
章丘区供热发展提出了新的考
验。章丘供热公司此前使用的
是管壳式换热器，因为换热效
率较低高寒期用户的供暖效果
无法充分保障，还增加了一次
热水管网的输送负担。

为了解决管壳式换热器端
差大、换热效率低的问题，通过
对2017至2018供热季中的供暖
问题清单进行梳理，对供暖效果
较差的供暖小区改造加装了21
台板式换热器，有效降低了供热
负荷“卡脖子”的问题，还提升了
换热器的热交换能力，增强了小
区的供热辐射能力，有效提高了
小区的供暖效果和供暖质量。

亮点三：
用户满意是目标
温心服务保供暖

供热服务强不强，供暖效
果好不好，群众评价是关键。章
丘供热公司为进一步畅通供热
服务沟通渠道，在原有各供热
片区提供热线咨询服务的基础
上，推出热力集团供暖热线
88812319，便于市民更加方便
的咨询和办理各项供热业务。

“有事您说话、供热帮您
忙”，88812319温心服务热线
推出一年来已经成为章丘供热
公司与百姓沟通的连心桥，热
线服务中心已受理工单10457
件，热线办结率100%，热线服
务工作真正实现了“件件有回
音、事事有着落”。广大市民的
满意率不断上升，投诉类工单
量比往年下降了50%以上。在
2017年度全区党风政风行风
正风肃纪民主评议工作情况的
通报中，章丘供热公司获得了
较好的成绩，供热服务工作实
现了质的飞跃。

亮点四：
增设为民服务点
便民服务保供暖

为进一步落实“一次办成”
“零跑腿”等便民服务措施，章
丘供热公司列出供暖问题清
单，以便民服务为目标、以供暖
问题为导向，对各类供热申报、
审批服务事项进一步梳理，推
出微信支付等快捷缴费方式实
现居民供暖缴费“零跑腿”。

细化服务流程，实现5项
供热服务事项“一次办成”；对
现场验收等服务环节实行预约
服务，对重点项目提前介入服
务，并进一步压缩到10个工作
日内全部办结完成；供热银行
缴费网点由去年80个增加至
113个，把交费网点覆盖至城
区每一个角落。

为更好地方便居民办理各
项供热业务，开展了流动服务
车进社区活动，让市民在家门
口就可以办理供暖缴费、咨询、
报停等服务，2017至2018供暖
季累计开展进社区服务活动
40次。在原有三个供热服务营
业厅的基础上，增加福康路客
户服务营业厅、明珠客户服务
营业厅，进一步优化供热服务

网点布局，满足片区用户咨询、
交费、报停等各类服务需求。

亮点五：
新建小区“零对接”
工作前置保供暖

新建小区规划红线内供热
配套设施以前由开发商建设，
在质保期结束后开发商不再负
责维护，而小区物业公司无力
管理，形成了小区供热管理空
白区，导致很多小区供热管网
年久失修、管网老化漏水，也成
为了影响供热质量和群众投诉
的焦点问题。因新建小区供热
设施的建设、管理、维护不规
范、不专业所引起供热矛盾也
越来越多，成为影响供热发展
的“难题”。

章丘供热公司本着“服务
为先、民生为本、规划先行”的
工作思路，把新建小区供热公
司负责的最后一环供暖设施现
场验收环节提前至应由开发商
负责的规化设计第一步，由供
热公司提供全方位、专业化的
设计、规划、勘察、施工、维护一
条龙服务，解决了群众用暖的
后顾之忧，让用户享受到了“安
心、放心、暖心”的供热服务。

亮点六：
供暖管家新模式
优化服务保供暖

“供暖管家”名“温心”，负
责冬季供暖所辖供暖区域的运
行管理、安全和用户的服务工
作。供暖管家的工作成效直接
决定着本供暖片区的供暖服务
质量。为进一步提升供热服务
质量，章丘供热公司在上供暖
季11位供暖管家的基础上进
一步优化调整供热服务结构，
网格化管理实现供暖片区服务
全覆盖，让章丘热用户享受“管
家式”服务。

据了解，该公司根据章丘
区现有供暖区域实际情况，对
供暖管家管理区域重新划分，
每位供暖管家管理面积由原来
的平均100万㎡降至50万㎡，
供暖管家数量由11位增加至
22位；为保证供暖管家业务素

质和服务水平的整体提高，章
丘供热公司今年先后组织开展
两期专业封闭培训，对供热技
术、供热服务、供热安全、供热
职责进行了全方位的培训，实
现与用户供热需求“点对点”对
接工作模式，为供暖服务质量
提升提供了软环境。

亮点七：
智慧供热自动化
技术革新保供暖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力量源
泉，章丘供热公司主动创新、自
我革新应对不断发展的供热新
格局。引进供热新技术，对自控
系统、监测平台等供热“核心内
存”进行升级。供热控制系统作
为供热企业的“CPU”直接关
系着供热运行调节能力和突发
情况应急处理能力，通过建立
综合数字化热网监控系统，实
现换热站的无人值守和热网运
行的精细化调节、自动调节、全
能耗（水、电、热）监测、自动化
报表、智能故障报警、负荷预测
等功能，能有效降低工人劳动
强度、提高效率、保证安全。

根据全国各地成功案例，
预 计 升 级 后 降 低 热 网 能 耗
10%—15%，实现根据室外温
度、热源介质的流量及温度的
变化，自动调节供热各环节参
数，达到供热系统科学调配、按
需供热、均衡供热、安全运营、
优化节能的目的，整体提高供
热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亮点八：
痛下决心祛顽疾
整体改造保供暖

章丘区部分老旧小区由于
建设年代早、使用时间长，供暖
管道老化腐蚀现象日益严重，
供暖管道均出现不同程度的
跑、冒、滴、漏现象。以往供热季
发现管道漏点一般采取焊接、
管道卡或管箍堵漏和部分管道
更换这些临时处理措施，但是
这些漏点临时处理后仅可勉强
使用一个供暖季。在后期供暖
运行中老漏点成了新漏点、新
漏点反复修又成了老漏点，这

种“多点开花”的管道泄漏情况
往往让抢修人员应接不暇、疲
惫不堪，也影响了小区居民正
常用暖。

今年章丘供热公司总结梳
理上个供暖季漏点抢修次数
多、失水率较高的小区，在企
业资金非常紧张的情况下痛
下决心，对部分漏失率较高
的小区进行供暖管道和供暖
设施改造，消除影响小区供
暖的制约因素，把以往供暖
季 老 旧 小 区 供 暖 管 道 天 天
修、供热服务不稳定的顽疾
彻底祛除掉。

亮点九：
供热团队再升级
精准服务保供暖

“供热与服务”始终是供热
工作永恒的主题，这两个词语
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供热工作的
主要内容。今年章丘供热公司
通过设备改造，将5 2个供热
站点控制方式从以前人工手
动调节改为设备自动控制调
节，把公司的主要人员力量
转移到用户服务中来，使供
暖服务的团队更加强大，为
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
水平夯实了基础。本着“年轻
化、专业化、团队化”的思路，
在转移人力资源的同时优化年
龄结构、提升整体素质，对供热
服务人员进行大幅度调整，使供
暖服务的团队更加专业，为进一
步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提
供了坚强保障。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
步从头越”。回顾2017至2018供
暖季，章丘供热公司的供暖工
作可以说亮点纷呈，展望2018
至2019供暖季供暖的号角已经
吹响，章丘供热公司正以“全新
的姿态、务实的精神、实干的作
风”积极投入新的供暖季备战
工作中。

下一步，该公司将继续秉
承“多元发展、绿色供热、安全
运行、智慧供热、温心服务”的
服务理念，让章丘市民享受到
供热升级发展带来的红利，以
实际行动为章丘市民交上一份
满意的供热答卷。

金秋九月是收获的
季节。一年前，济南热力
集团与章丘区举行供热
企业经营管理权移交接
管协议签约仪式，济南热
力集团把一流的供热管
理经验和优质的服务理
念、先进的技术带到了章
丘。一年来，章丘供热公
司始终秉承“两个不变、
四个提升”的基本原则，
突出打造“九大”供热服
务亮点，让章丘百姓感受
到了“天更蓝、暖更热、服
务优”的先进供热管理模
式带来的供热“温度”。

强大的“供暖管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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