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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河恒泰供热有限公司：今冬供热，我们做好了“十足”准备

升升级级换换热热站站建建设设新新热热源源，，““精精准准供供热热””实实现现供供暖暖智智能能化化
文/片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付忠强

新建清洁热源
供热能力增加350万平方米

2017年,商河县关停了县城内的8个地热水
直供直排小区,将这8个小区近50万平方米供暖
面积纳入集中供热,商河县集中供热面积达到历
史之最。“随着集中供热面积的增加,原有的锅炉
已经不能满足县城的需要,同时,商河县委县政
府提出了创建全国无煤化示范县,我们紧跟步伐
加快无煤化建设进程,积极履行环保主体责任,
承担社会责任,2018年建设燃气锅炉替代原有的
燃煤锅炉。”济南热力集团商河恒泰有限公司负
责人强调。

基于此，2018年商河恒泰供热有限公司投
资6100万元新上2台42兆瓦燃气锅炉及1台14兆
瓦吸收式热泵，同时铺设了25公里燃气专线。已
与11月7日点炉试运，本采暖季正式投入运行。
投运后，将增加供热能力350万平方米，总供热
能力将达到600万平方米,能够满足整个城区的
供暖需求。同时，该锅炉采用新型环保燃烧技术,
可减少污染物排放,确保环保排放达标。

“新热源将采用低氮燃烧技术,进一步净化
我县空气质量,为城区居民带来温暖的同时,也
使得我县大气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让全县居民
过一个温暖的冬天的同时共享蓝天和白云。”公
司负责人表示。另外，公司原有2台58兆瓦燃煤
锅炉作为极寒天气调峰备用热源。

“双热源”供热
稳定节能又环保

10月29日上午,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城
环委主任委员张传亭，省人大城环委办公室主
任秦建华等人查看了商河恒泰的“双热源”供暖
项目。“双热源”供热模式是商河恒泰供热公司
为进一步提升居民采暖效果而采取的“传统锅
炉热源+地热”的新型供暖模式。

双热源供热中,换热站热源包括两部分,分
为传统热源供热和地源热水供热。传统热源是
集中供热管网热水管道直接接入,通过换热器将
热量传递到二次管网；地源热水是利用地热资
源作为热源。该模式的最大优势是,实现传统管
网与地热互为备用,互为补充,既稳定可靠又清
洁环保,提升供暖质量。同时,为了防止地热资源
浪费及污染,该换热站采取“以灌定采”的取水方
式,实现零浪费、零污染的良好环保效果。

据公司负责人介绍,在供热中,为了更好地
保护地热资源,供暖运行期间以地热水回灌量决
定抽水量,“以灌定抽”,即以回灌量为标准值,用
换热器控制取水,以此来控制供水流量,将地下
热能经过换热设备传递到二次供热管网。该供
暖方案同样是“取热不取水”,把抽上来的56℃地
热水经过换热站向用户供暖。可使用户室内温
度达到22℃的舒温度,通过回灌井将地热水回灌
地下,达到了保护地下水资源的目的。

公司在武夷山小区新打2眼地热井，已与
2017—2018年采暖季投入使用，在商河县首次
实现“双热源”供热。今年公司在东盛阳光小区
新打3眼地热井，已接入市政供热管网，对小区
二次供热管网进行全面改造升级，实行“双热
源”供暖。

引进“精准供热”
提高服务水平

10月25日,济南市商河恒泰供热有限公司与
济南热力集团山东鲁恒节能服务有限公司隆重
举行“精准供热走进商河”暨商河恒泰与山东鲁
恒供热服务合作签约仪式。经双方协商达成一
致,由鲁恒节能为商河恒泰供热公司辖区内的供
热管网调度调节、换热站运行、二次网平衡、客
户服务等工作提供全面运维服务。

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战略合作关系的开始,
山东鲁恒携手商河恒泰将在智慧供热、传统供
热设施改造等领域开展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实
现共创共赢的全新局面。按照系统化、规模化、
精细化的要求,充分发挥热力集团辐射带动作
用,实现商河县供热质量、环保标准、服务水平、
企业效益“四个提升”,助推商河县域腾飞和北跨
战略实际性推进。

据山东鲁恒节能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童
介绍,所谓“精准供热”,则是以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的信息技术设施为基础,从用户侧的需求
出发,结合热网特点、建筑物的保温、气象预报
等,准确地提供负荷预测。通过一定的调控手段,
消除过热点和不热点,在确保100%热用户室温
在舒适区间(18℃-24℃)的基础上,实现典型用
户室温差异在±1℃。在助推传统热力行业产业
升级、低碳节能高效的同时,实现按需供热。

全部换热站技改维修
对弃管站进行重建

从3月份停暖开始，商河恒泰供热有限公司
就开始进入紧锣密鼓的维修保养工作中来。经
过7个月的紧张奋战，完成目标任务。对18个公
司换热站全部进行了技改维修，协助11个用户
站进行了检修保养。其中，更换了5个换热站板
式换热器、4台循环泵。

对100公里供热管网1200余个阀门、116个
补偿器进行了检修保养及填料。对3 . 8公里二级
管网、36个阀门、16个补偿器、500多套放气阀进
行了更换，其作用是消除不热点。其中，在对银
河路段补偿器填料时，正值修路，主路全部封
闭，仅留辅路通行。我公司连续奋战5个夜晚，及
时完成填料任务。

部分小区的由开发商建设,由物业公司管
理,因日常维护不到位,很多小区供热管网年久
失修,漏水严重,成为影响供热稳定、群众投诉的
焦点问题。基于此，公司对文汇花园弃管换热站
进行了重建；对嘉源逸居弃管站进行了换热站
及二次网的全面改造。

在第二实验学校新建换热站、实验小学1 . 5
公里二次网进行了改造、对环保局新办公楼接
入二次网、在绿城百合新打2眼地热井，今冬解
决了上述4家单位及小区多年来没有集中供暖
的问题。特别是水木清华G25G26两栋高层住宅
楼开发商未建配套供暖设施，2年来业主多次要
求供暖。公司勇于承担 社会责任，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对两栋住宅楼新建了换热站及供热管
道，今冬将如期供暖，解决了2年来未供暖的问
题。

今年首次持“卡”缴费
2万多用户建“一户一档”

在今年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动员大会上,济南
热力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潘世英曾表示“您说
话我跑腿,确保一次办成”。在济南热力集团内
部,这已不是简单的一句口号和承诺,而是承载
着热力集团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态度和决心,
体现了热力人把服务用户作为最高使命的责任
与担当。与此同时,商河恒泰公司也在为提升服

务质量努力着。
营业厅工作人员为高效便捷精准地为用户

服务,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已录入21987户档案
资料,每户需核对填写41项内容,工作量很大。

“我们为了给供暖用户建立‘一户一档’,如果用
户有什么需要,及时来查询就可以找到相关信
息。”营业厅负责人说道。

今年缴费与往年不同,今年是“凭卡缴费”,
从9月份公司开始发放“交费信息卡”,供暖用户

“一户一卡”。居民可以持卡到银行或者通过网
银缴纳取暖费用。据了解,齐鲁银行、邮储银行、
邮政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汇金村镇银行
均可完成取暖费用代收业务。同时，开辟了微信
扫码、支付宝等多个交费渠道，互联网+的收费
模式，让市民在家中即可交费，少走了不少弯
路。

服务车开到家门口
一站式办齐所有业务

为了更好地方便居民办理各项供暖业务，
商河恒泰供热有限公司开展“服务进单位，温暖
遍城区”活动，主动对接城区各单位、小区提供
上门服务，定期进驻各大用户小区，为小区居民
送去贴心、便捷的供暖服务。

为展现公司形象，提高服务效率，公司新购
置的流动服务车也来到了活动现场，市民在家
门口就可办理热费缴纳、供热报停、政策咨询等
业务，可谓“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一站式服务。
活动于9月份开始，一直持续到明年3月份，城区
集中供暖小区实现全覆盖。

此外，公司在2017年联合山东有线成立了
首个供热联合营业厅的基础上，于2018年又成
立了商河首家独立供热营业厅，向用户提供收
费、报停、咨询等一站式服务，免去用户来回劳
顿之苦，只跑一趟即可办完相关业务。

管家服务与热线联动
24小时为市民提供暖心服务

公司推出“管家式”供暖服务，变“电话服
务”为“上门服务”，将城区内各供热小区分区划
片，并抽调专业人员组成“管家服务队”，并与

“68782319”二十四小时供暖热线”实时联动，一
旦用户反映问题，“供暖管家”立即反应，半小时
内到达用户现场，解决用户供暖相关问题。真正
实现了“服务面对面”“服务一对一”，彻底打通
了与用户之间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今年与山东鲁恒合作后，供暖管家将增加
到20多位，对社会公开了20多个供暖管家电话,
通过张贴公告和发放供暖管家名片,使居民了解
到负责本小区服务的供暖管家是谁、电话是多
少,有供热方面的问题能够第一时间联系到供暖

管家,缩短问题处理的途径和时间,为用户提供
“点对点”“面对面”的贴心服务。

提前注水冷运
消除供暖隐患

济南热力集团有限公司与商河县成功对接
合作，针对商河供热结构较复杂，设施较老，能
耗较高的问题，双方积极制定实施与携河发展
相匹配的供热提升改造计划，助力商河供热迈
入数字化新时代。

为了维护今冬供暖平稳运行，商河恒泰供
热有限公司未雨绸缪,提前行动,把注水、查漏、
抢修工作整体前移,提前注水,提前查漏,提前抢
修。自9月份开始,各小区就开始陆续张贴注水通
知、陆续注水,在注满水起压后,开始保压查漏。

以往每到冬天，居民家中暖气不热的现象
时有发生，但原因却不尽相同。究其根源，主要
是管道老化。老化的管网若不及时维修只能任
其跑、冒、滴、漏，既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又会降
低管网传输效率。据了解，公司今年启动大力排
查，力求做到不给供热留瑕疵，不为生产留隐
患，不让用户有抱怨。

供暖前，山东鲁恒公司项目部全面托管商
河换热站及一、二次网进行换热站冷运工作，严
格把控循环泵和补水泵倒泵状态以及备用设施
的完好性情况。对失水较少站点进行调网，失水
较多站点重点查漏，对复热用户准时开启阀门，
保证温暖及时抵达。

加强警企联合
维护缴费用户合法权益

为规范城区供热秩序，维护良好的供暖环
境，保障缴费用户的合法权益，商河恒泰供热有
限公司在去年联合刑警大队进行警企联合稽查
的基础上，今年公司进一步加大稽查力度。

今冬供暖季，商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已进
驻商河恒泰供热公司联合办公。与山东鲁恒节
能服务有限公司，三家联合对违法用热行为进
行稽查，维护用暖秩序。据刑警大队的工作人员
介绍,接下来,他们将在全县集中供热范围内组
织开展违法用热综合整治活动,全天候不间断处
理违法违规用热行为。

针对私自乱接破坏供热热力管道、报停后
私自打开、私自扩大用热面积、私自在家中安装
热水器及改变用热性质、改变运行方式、擅自在
用热设施上安装放水装置、扰乱正常供暖秩序
及服务、恶意提供非正规账户收取费用及截留
供暖费等一系列违法问题进行综合治理,尤其是
对于拨打用户服务电话进行骚扰,影响其他用户
正常电话诉求的行为,也在重点治理内容之一。

在供暖过程中,山东鲁恒节能服务公司将
对整个热网各个环节能源计量(煤、水、电、热、
燃气)数据的采集、分析,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分
析,系统以各个单元(供热公司、热源、换热站、
小区、终端热用户)自动进行能耗分析。一旦某
个小区或者换热站能耗负荷曲线变化较大,分
析除去天气爆管等原因，对违法违规用热行为
实时定位。

完成33万平方米节能改造
确保住宅保温性能

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是建筑节能工作的
一项重要组成部分,是由政府财政出资,居民直
接受益,切实提升居民居住体验的惠民利民工
程,更是商河县始终高度重视的一项重要工作,
已经列入今年为民办事的10件实事之一。该项
工作是对36个单位86栋既有建筑33万平方米进
行节能改造,涉及居民3000余户,目的是提高房
屋保温性能,提升居民生活舒适度。

为加快工作进度,确保按时完成节能改造任
务,在商河县住建委的帮助下,商河恒泰供热有
限公司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专门节能改造推进办
公室负责该项工作。节能改造办公室工作人员
前期往返36个单位与联络员沟通协调,并分头带
领设计人员、测绘人员亲临86栋建筑进行现场
勘察、测绘,制定最佳施工方案。

时间紧，任务重，点多线长面广，工况复杂，
公司作为实施单位，攻坚克难，现已基本完成，
确保了住宅的保温性能，提高了居民生活质量，
提升了城市形象。

按照商河
县供热办和热
力集团的统一
安排，根据天
气变化情况，
商河恒泰供热
有限公司今年
新建的2台4 2
兆瓦燃气锅炉
已于1 1月7日
正式点火，标
志着今冬集中
供 热 正 式 开
始。集中供热
关 系 千 家 万
户，是重要的
民生工程，为
了给供暖用户
提供更好的服
务，商河恒泰
人做好了“十
足”的准备。

换热站名称 所辖范围 供暖范围

涌鑫花苑 涌鑫花苑 1--22#楼

实验中学

实验中学 办公楼、宿舍1#、2#楼

农村信用社 1-2#楼

农发行 办公楼

全民健身广场 办公楼

公安局 办公楼、1栋宿舍楼

地税局办公楼 办公

鑫安小区 1-4#

许商南宿舍楼沿街 宿舍南1#楼及商铺

绿景花园 1#-8#居民及商铺

车守岭 散户

国税局

国税局 办公楼、1-4#楼

地税局宿舍楼 宿舍楼1栋

县人大 办公楼

县政协 办公楼

环保局 办公楼、1-2#宿舍楼、平房

（县委）

长青小区

县委宿舍楼 1-4#楼、平房

水利局宿舍楼 宿舍楼1栋

联通公司宿舍楼 宿舍楼南楼、北楼

住建委南宿舍楼 南1-2#楼及商铺

世兴建筑公司 宿舍楼1栋

长青书记楼 宿舍楼1栋

建筑工程质量
检测站

办公

药材宿舍楼 1-2#宿舍

弘德中学

弘德中学 办公楼

第二中学 办公楼1-4#楼

水木清华（西区） C1-C7,G19-G26、B19

玫瑰园 玫瑰园 1-26#楼

嘉源逸居

（自管）

嘉源逸居 1-47#楼及商铺

第二实验幼儿园 办公楼

换热站名称 所辖范围 供暖范围

豪门又一城 豪门又一城 1-37#楼及商铺

供电公司
供电公司

（清馨花园）
办公楼、1-8#楼

刑警队

刑警大队 办公楼、1-2#楼

交警大队 办公楼

消防大队 办公楼

彩虹小区
彩虹安置楼1-7、15#

彭家安置楼1-3#

嘉润御景

（自管）
嘉润御景 3-9#、11#楼及商铺

尚河丽景

（自管）
尚河丽景 1-19#楼及商铺

檀都（自管） 檀都 1-35#楼商铺

尚河名郡

（自管）
尚河名郡 1-21#楼及商铺

交通大厦

（自管）
交通大厦 办公楼

中央华府

（自管）
中央华府

D2、D3、D6、D7、D10-D17#楼

3、4、8#楼

鑫隆帝景城

（B区自管）
鑫隆帝景城B区 B1-B3#楼及商业网点

鑫隆帝景城

（C区自管）
鑫隆帝景城C、D区

C1-C3#楼及商铺

D区商务信息中心、D区商铺

文汇花园换热站

（自管）

文汇花园 3-7#楼及4#接建楼

润泽园 1-4#楼

水务局 办公楼

银河花苑 1-2#楼

电业局变修院 宿舍南楼、北楼

金国瑞酒店 金国瑞商务酒店

水木清华（自管）
水木清华（东区）

B6、B7、B12-19、D1-7、G1-4、G13-

18、S商铺

文昌实验学校 办公楼

武夷山 武夷山御泉名城 A1-A10、B1-B10、C1-C8、D1-D10

东盛阳光花园 东盛阳光花园 1-30#楼

供供
暖暖
管管
家家
联联
系系
电电
话话

温心1号13156192319

温心3号13220552319

温心2号13156172319

换热站名称 所辖范围 供暖范围

县府

县府办 1-4#楼、平房

县委办 办公楼、宿舍楼1栋

齐鲁银行 办公楼

实验一小 办公楼、宿舍楼1栋

新兴市场宿舍楼 1-8#楼

金马利宿舍楼 1-4#楼

金色假期旅行社 办公

商务信息中心 办公

油管委 油管委县府院里宿舍楼平房

信访局 办公

司法局 办公

城建发展中心 办公

富东市场 办公

王存富

二小

鑫源东区 1-11#楼、二层将军楼

执法局环卫处 办公楼、宿舍楼1栋

药监局 办公楼

住建委 办公楼、宿舍楼

财政局 办公楼、1-2#楼

县府住宅楼 县府兴隆街宿舍1-2#楼

实验二小 办公楼

实验幼儿园 办公楼

城区信用社 宿舍楼

自来水公司 办公楼、宿舍楼1-2#

许商街道办事处 办公楼

广播局办公楼及宿舍楼 办公楼、宿舍楼

鑫源西区

鑫源西区 1#--11#楼及商铺

法院
办公楼、北楼、东北楼、南楼、东

南楼及商铺（共4栋宿舍楼）

检察院 办公楼、1-3#楼及商铺

建设银行 办公楼、1-4#及平房

人保财险 办公楼、宿舍楼1栋

人民银行 办公楼、宿舍楼1栋

计生委 办公楼、宿舍楼1栋

人社局 办公楼、宿舍楼1栋

豪门庄园 1-14#楼及商铺

许商街道办事处
及北沿街楼

办公楼、北宿舍楼
小二层及商铺

京东饭店 散户商铺

建行西临散户
史桂远、王登营、路兴林、孙彦群、

孙德方、侯晓蕾、霍金昌、宋彩龙

教育局

党校 办公楼、1-2#楼及商铺

林业局 办公楼1-2#楼

工商局 平房

民政局 办公楼、1-2#楼及商铺

质监局宿舍楼 宿舍楼一栋

妇幼保健站 办公楼、1-3#楼及商铺

教体局 办公楼、宿舍楼1栋及商铺

科技局 宿舍楼

广电新村 1-2#楼及商铺

第二安装公司 宿舍楼及商铺

农业银行 办公楼

疾控中心 办公楼、1-2#楼

工会 办公楼

农业局 办公楼、宿舍楼

药材公司 办公楼、宿舍楼

人寿 宿舍楼

县医院

县医院 1-7#楼宿舍楼

国土资源局 办公楼

西关安置小区 宿舍楼

电业局滨河花园 1-2#楼

许商急救中心 办公楼

青年路西首宿舍楼 宿舍楼

一中

一中 办公楼、1-2、6#楼

武装部 办公楼、1-2#楼

张传民 散户商铺

教体局南宿舍楼
（文体局）

1-3#楼

蔬菜技术服务中心 办公楼

县社 办公楼

县社散户刘冬 散户商铺

永冠建筑 办公楼、宿舍旧楼、1-5#楼

粮食局 办公楼、1-3#楼及商铺、平房

绿城百合 绿城百合 11-15、19#楼

鑫隆帝景城

（A区）（自管）
鑫隆帝景城（A区）

A1-A12#楼及商铺、帝景城

幼儿园

工作人员服务进社区

入户开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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