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温骤降，热力公司做好随时供暖准备

供供热热主主管管网网已已提提前前开开启启热热循循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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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5日讯
日前，中国农业大

学生驻乐陵市科技
小院学生一行四人，
来到乐陵市郭家街
道办事处南夏村岸
泉现代农业示范园
给理事长李道祥讲
解小麦耕种注意事
项，拓宽了农业发展
新路。

“ 今 年 秋 来 的
晚，小麦播种不宜过
早，让大家耐心等待
播种时间。”中国农
业大学生驻乐陵市
科技小院学生一行

四人深入生产一线，
现场开展科技培训、
技术指导等。同时，
小院的大学生们还
给农户讲解小麦底
肥的相关知识，让群
众及时合理安排施
肥；每到周末小院的
大学生以PPT的形式
给大家授课，让群众
受益匪浅。“这是科
技小院的大学生今
年第四次来到村子
指 导 秋 收 秋 种 工
作。”南夏村村干部
张海岗说。

(张敏)

郭家街道

科技小院给岸泉农业

示范园区“充电”

本报11月5日讯(记者 贺
莹莹 通讯员 王哲 ) 5日
起，被市民喻为“超凶”的冷空
气来了，据德州气象部门预
报，本周气温下降明显，最高
气温在10℃至14℃之间徘徊，

最低气温将接近0℃，市民对
于供热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记者在德州市公用事业局获
悉，供热部门已做好随时看天
供暖的准备，积极做好供热前
准备工作。目前，供热主管网
已经提前升温。

市民刘先生一早上班已
经换上了“入冬”装备，厚厚
的羽绒服与护膝手套全副武
装上阵。“孩子太小了，害怕
他感冒，家里一早就把空调
开了。”刘先生称，本周三立

冬，如果气温继续降，希望能
提早供热。

目前，各供热企业正在做
着供暖前的最后准备工作，供
暖一网、二网的注水试压工作
正在进行中。对于部分市民反
映，所居住小区仍未进行加压
试水的情况，可能是因为部分
小区物业确定的试水时间偏
晚或者不具备试水条件，因而
有一定的时间差距，但不会影
响居民的按时采暖。

记者了解到，为了应对冷

空气来袭，做好随时供暖的准
备，今年提前开启主管网热循
环，“原定于8日开启的主管网
热循环提前至5日，但由于刚
刚开启温度还较低，升温需要
一个过程。”工作人员介绍，考
虑到受热膨胀过快可能造成
管网损坏，预热升温速度需要
进行必要的控制，2小时升温
1 . 5℃左右比较合适。由于热
量的传导特性，热循环期间，
距离热源距离不同的管网温
度也会存在差别。距离热源越

近的管网，升温速度越快，其
所属的热用户送热时间也会
相应提前。待主管网升到一定
温度后再逐渐开启换热站，届
时部分居民家中会感觉到热
乎气。

据统计，截至11月5日，
市热力公司、新源热力、高
铁 热 力 、华 能 德 州 热 力 公
司、华鲁恒升热电公司主管
网温度均超过40余摄氏度，
完成注水的换热站共500余
个。

本报11月5日讯(记者 贺
莹莹) 临近供暖，不少小区的
楼道内部，张贴着热力公司地
暖清洗部的通知，称可以对地
暖管道清洗检修。11月5日，记
者向市热力公司工作人员求
证核实，该公司并没有所谓的

“地暖清洗部”，市民需辨别清
楚。

11月4日，记者从德城区鑫
龙嘉园小区内看到，在每个楼
道口都张贴着一则通知，表示
正在开展专业清洗地暖优惠活
动，活动单位为“热力公司地
暖清洗部”。该通知称因去年
很多业主反映地暖不热、室
内温度低，经检查发现，地暖
管道需要清洗保养、部件老
化。活动期间每户清洗地暖
仅需100元，通知标注此次活动

为自愿自费，活动只限本小区，
并留有联系电话。

据小区居民介绍，这张通
知在10月下旬便已经张贴，对
于通知的真实性，不少市民还
是有一定的质疑。对于这张通
知，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并
不知情，也不知道是谁张贴的。
该小区确实属于地暖供暖，但
是物业并没有联系相关的地暖
清洗公司对小区内的地暖进行
清理。

随后记者拨打了通知上的
联系电话，电话中一位男性表
示自己是专业从事清洗地暖
行业，如果业主感觉自己家
中温度不够可以与他联系。
当记者询问通知里所说的德
州市热力公司地暖清洗部是
否属于德州市热力公司时，

这位男性一开始还表示属于
热力公司，后来又自称并不
属于哪家热力公司，仅仅是
一家地暖清洗公司。

记者咨询德州市热力公
司，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公
司并没有下设所谓的‘地暖
清洗部’，没有专门针对地暖
清理的队伍，也从来没有听说
过这个名字，通知里所说的地
暖清理部跟我们没有任何关
系。”

据德州市热力公司专业技
术人员介绍，如果市民感觉家
中地暖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存在
温度不够的情况，可以请社会
上的专业清理师傅进行清理，
但是在挑选清理公司时尽量挑
选大公司或口碑较好的公司，
最好选择有实体店的公司。

楼楼道道口口贴贴个个通通知知就就想想赚赚钱钱？？
“热力公司清洗部”并不存在

本报11月5日讯 (记者 路龙
帅 通讯员 王衍) “我们一直
担心长时间放置后，供暖设备的用
电问题，有了供电公司的检查，我
们这用电安全就有保障了！”11
月2日，德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
分别到新源热电和德州市热力
公司，检查换热站供电设备情

况，这是该公司开展供暖设备用
电安全隐患专项治理的一个缩
影。

据了解，供暖用电设备每年冬
季才会使用，长时间放置，极易造
成线路老化，供暖设备运转突然
带来的大负荷也可能造成设备
故障。为保证用电设备可靠运

行，该公司制定了《关于开展冬
季供暖前用电安全隐患排查治
理的通知》，组织成立市县两级
供暖服务队，自10月20日开始，
对全市20余家供热单位、390余
处换热站供用电情况逐一排查，
对发现的安全隐患立查立改，不留
死角。

供电公司>> 开展供暖用电安全隐患专项治理

本报11月5日讯(记者 贺莹
莹 通讯员 于海共 牟永来)
近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11月
1日起，德州2019年度城乡居民
医保参保缴费开始，缴费标准为
每人220元，缴费截止日期为12月
31日。

据悉，2019年度居民医保个
人缴费标准由去年的每人190元
调整为220元。参保人在缴费期内

一次性足额缴纳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费后，可在下一年度享受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待遇享受期
为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除新
生儿及另有规定的情况以外，对
其他少数在集中缴费期内未能及
时缴费的居民，允许补缴，补缴标
准为当年度个人缴费和各级政府
补助标准之和，补缴费用全部计
入个人缴费相应科目，享受医保

待遇时间为补缴费用之日起30日
后至12月31日。

市人社局工作人员提醒，
2019年出生的新生儿可随母亲参
保状态享受本年度内医疗保险待
遇。母亲未参加居民医疗保险的，
新生儿必须在出生6个月内办理
居民医疗保险参保手续并缴费，
即可自出生之日起享受本年度内
的居民医疗保险待遇。

城城乡乡居居民民医医保保开开始始缴缴费费
调调整整为为每每人人每每年年222200元元

本报11月5日讯
(记者 路龙帅 通
讯员 范宜超) 11
月3日-4日，第二届
德州市志愿服务项
目大赛在齐河举行。
4 7个项目经过两天
激烈角逐，最终评选
出5个金奖、10个银
奖。据悉，本次活动
由德州团市委、德州
市委宣传部、德州市
扶贫办等单位共同
主办，齐河团县委、
齐河县青年志愿者
协会承办。包括评审
委员会专家，各县
(市区)、各高校和各
参赛队的领队、秘书
长，参赛项目代表等
200余人参加。

记者了解到，第
二届德州市志愿服
务项目大赛的主题

为“青春志愿行 奉
献新时代”，参赛对
象为在服务乡村振
兴战略、阳光助残、
金晖助老等领域取
得显著成效并具有
可推广价值的志愿
服务项目。本届志愿
服务项目大赛的参
赛范围为近年来正
在实施的优秀青年
志愿服务项目，特别
是在乡村振兴战略、
帮扶残疾青少年和
关爱农民工子女等
志愿服务领域中具
有突出特色的项目。

大赛期间，由市
评委会负责组织实
施，采取资料审核、分
组答辩、终评合议等
形式，从47个入围项
目中评选出5个金奖
项目、10个银奖项目。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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