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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供热注水试压完成
供热价格和缴费时间将于近期告知居民

本报 10 月 20 日讯(见习记者

武希栋 聂金刚 通讯员 李

恩文) 20 日，东营市开发区供热

注水试压已全部完成。运转设备已

全部通过调试，达到了今冬供热要

求。开发区今冬预计用煤约 3 万

吨，目前已有 1 . 2 万吨储备到位。

开发区供热站李科长介绍，开

发区 19 个小区的供暖全部由他们

负责，管网覆盖面东至泉州路，南

至沂河路，北至汾河路，总供暖面

积逾 70 万平方米。开发区供热站

自 9 月底开始对供热主管网注水

试压，目前已顺利完成区内全长
20 万米供热管线的一、二次注水

试压工作。换热站所有运转设备

已通过调试，达到了供热运行要

求，随时可为辖区居民供暖。由于

今年对用户室内管线只进行热态

试压，所以试水试压期间居民不

必留人在家查看供热管道的漏水

情况。

目前开发区供热站拥有自建

区域性热水锅炉房 2 座，20 吨/

小时热水锅炉 6 台，总容量 84 兆

瓦，各类用途锅炉辅机 66 台，自

建换热站 12 座，理论供热能力为
120 万平方米。开发区供热处目

前已有 1 . 2 万吨煤炭储备到位，

剩余供热煤炭将在正式供暖前陆

续运达。

据了解，开发区供热部门每

年单独为辖区居民供暖。目前，中

心城区居民已开始缴纳供暖费，

而今年开发区的供热价格、缴费
时间也将于近期告知辖区居民。

地暖房买了一年

不供暖无法入住

本报 10 月 20 日讯(见习
记者 聂金刚) 家住胜宏

尚郡的张先生最近很是苦

恼，房子早就装修好了，可是

小区不供暖冬天没法住。眼

看小区第二个供暖季就要来

了，可张先生担心今年家里

的地暖依旧冰冷。

张先生的房子是去年买

的，但一直没有供暖。“没暖

气可怎么住？”张先生说，他

去年在儿子家住了一冬天。

眼看要入冬了，供暖的事一

直没有着落。张先生说，胜宏

尚郡是采用集中供暖，房子

是地暖，去年因为入住率低

没有供上暖。

“买房子的时候觉得房子

质量还行，配套设施也算齐

全，只是没有天然气和暖气。

前段时间天然气管道铺好了，

可是供热管道什么能时候顺

过来？”小区居民反映，要是一
直不供暖的话，地暖暖不暖

和、漏不漏水也不知道。张先
生说，房子地暖的保修期是两

年，眼看交房快两年了，供暖

还是个未知数。

据张先生介绍，像他这

种情况的居民不少，他从开

放商处了解到，房子都卖完

了，因为不供暖，到现在很多

房子也没人入住。

小区外正在铺设管道的

工人介绍，供暖主管道已经

铺到了小区外，只要开发商

和供热站协调好，就能给小
区供上暖。

东营市供热处的工作人

员称，能不能供暖要咨询小
区开发商，供热处目前没有

接到给胜宏尚郡供暖的通

知。记者试图联系开发商，但

是一直未联系上。

康宁小区无锅炉

居民担心取暖难
本报 10 月 20 日讯 (见

习记者 聂金刚) 安先生

入住火车站附近的康宁小
区已经两年多了，据安先生

说去年小区的供暖设备是

借的邻近小区的，今年供暖

设备仍无着落，眼看今年又

到了供暖的时间，小区包括

安先生在内的 250 户居民犯
了难。

安先生说，今年开发商

一直说是要买新锅炉，可是

到现在也没动静，连管线都

不检修。记者在安先生的带

领下来到了锅炉房。看到锅

炉房大门紧锁，院内杂草丛

生，去年烧锅炉时留下的煤

渣堆得和房子一样高还未

清理。“管线前段时间被大

卡车刮断了，至今都没人

修。”安先生指着小区残留

的几条管道说，目前居民看
不到一点要供暖的迹象。

安先生 2008 年底搬进

该小区，因为不供暖，冬天

只能开空调凑合。据了解，

小区的开发商是大商工贸，

自 2007 年小区竣工后连续
两个取暖季都没有供暖。去年

冬天开发商借用了邻近小区

的锅炉，两个小区一起供暖。

“去年开发商取暖费按每平方
米 29元收的，当时觉得只要能

供上暖就行，也就没计较价

格。”安先生说。

住在小区 5 号楼的范
先生说：“去年虽然供暖了，

可温度特别低，家里一点热

乎气都没有。四楼以下还可
以，五楼就算供了暖，坐在

屋里也得盖被子。”安先生

说，因为小区离学校近才选

择买的这套房子，要是不供

暖肯定会把孩子冻坏的。

记者联系到开发商大

商工贸的张经理，询问小区

何时供暖。张经理告诉记

者，“小区今冬能供暖。政府

规定 10 吨以下的锅炉不能

单独运作，所以只能和东营

市二中老家属院共用一个

锅炉取暖。”

10月 20日上午，两名供热抢修工人正在胶州路和南一路交叉路口处抢修供热管道。现场抢修工人介绍，管道昨晚
出现漏水后，工人立即抢修，把漏水位置堵住后进行焊接，将管线修补完整。

本报见习记者 聂金刚 武希栋 摄影报道

阁楼温度低 价格能否打折
本报 10月 20日讯(见习记者

武希栋) 马先生一家 2006 年搬进

安宁北区，当时买了带阁楼的一

套房子，可每年供暖的时候，阁楼

的温度只在 10℃ 左右。马先生

问，供暖温度低的阁楼在收取取

暖费时能否打打折？

马先生说：“我家房子 120 平

方米，阁楼 40 平方米，取暖费是

按 160 平方米收的。”平常的时候

阁楼还能住，天气一冷就没法住

了。即使供了暖，温度也就维持在

10℃ 左右。

记者就此询问了东营市供热

处，工作人员说：“供热的收费是按

照房屋的建筑面积来计算的，阁楼

也算在建筑面积中。阁楼暴露在最

外面，可能是保温设施不好，或者

是阁楼的地暖管线铺设的稀疏，这

样就会影响供热的质量。”

随后，记者又询问了东营市

物价局，工作人员说，供热价格是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制定的，不会

因为温度低而改变供暖费用。如

果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温度，居民

可依照供热管理条例向供热单位

申请退还部分取暖费用。

抢修供热管线

格供暖热线

商家竟卖给顾客自制电池
几分钟就制造一块，用半月就快废了

本报 10 月 20 日讯(见习
记者 李沙娜) 手机如果

没有型号合适的电池，部分
手机商家几分钟内就能自制

出一块卖给你。20 日记者在

东营几家大型手机卖场了解

到，大部分商家能自制手机

电池。消协提醒市民选购电

池应到正规商家。

市民李先生说，他的手

机的电池充一晚上电只能用

2 个小时，去西城一卖场买电

池，结果卖家称没有与他的

手机相匹配的电池，但可以

为他自制一块。

“一块自制手机电池 35

块钱，价格很便宜。”李先生

说，他交钱五六分钟后摊主

就做好了。不过李先生买的

自制电池待机时间越来越

短，半个月后充一晚上电只

能待机 1 个多小时。为此，

李先生找到当时的卖家反

映，对方竟然不承认有此事

了。

20 日，记者在胶州路附

近一手机卖场调查时发现，

60% 的手机经销商都能自制

手机电池，价格在 30 元左

右。一摊主说：“自制电池的

价格比原装的便宜，待机时

间还很长。别看我摊位小，顾

客可不少。哪种型号的电池

我都能做。”

“我用过这种自制的手

机电池，一般山寨手机都用。

以前听说自制电池容易爆

机。”市民项先生说。

西城某卖场手机专柜李

女士称，只要有配套型号的

手机电池，他们一般不建议

顾客买自制的。自制电池需
要按手机型号找到匹配的芯
片，比较麻烦。实在没有匹配

电池的话，可以为顾客现场

制作，五六分钟就能做好。

从事多年手机维修的杨

先生告诉记者，自制手机电

池作为“山寨文化”的一部
分，从国产手机上市后就出

现了，目前有一定的市场。但

可能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为此，东营市消费者协
会负责人提醒市民，一些手

机商家多无相关手续，摊主

自制的手机电池隐患较大。

建议市民到正规商场购买，

选购时也要注意手续是否齐

全，一旦商品出现问题，以便

维权。

商场柜台里的半成品手机电池芯片。

本报见习记者 李沙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