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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贤依山新居调价惹居民质疑

“采暖费为啥突然涨了10元”
本报记者 赵丽 实习生 亓玉慧

本报10月24日讯(记者

师文静 通讯员 赵军

赵蓓蓓 张召庆) 从10

月15日以来，平阴的济南

琦泉热电公司已开始对热

网送水试压，以应对即将到

来的120天供热期。22日，

记者了解到，今冬平阴供暖

价格仍然保持在17元/平

方米不变，这已是该县连续
16年保持供暖不涨价。

记者从琦泉热电了解

到，针对今冬可能出现的极

端寒冷天气，该公司千方百

计筹措资金抢储燃料，最大

限度减少供应缺口，以确保

整个供暖期燃料储备稳定

在警戒线以上。

此外，为提高城区供热

能力，供热部门总投资

1500万元，实施了6项热网

重点工程，改造管线总里程
达到9472米。今冬开户受
理时间也延长到10月31

日，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城区

居民不断增长的供热需求。

本报10月24日讯(记者

崔滨) 冷空气让省城加

速向冬天迈进，家电卖场里

的“取暖”家电成了不少市
民这个周末选购的热门商

品。不过随着我省即将实行
阶梯电价，不少市民在选择

冬天的“取暖”家电时，最先

考虑能耗。

24日，泉城路各大家

电卖场中，热水器、电暖炉、

电热器等过冬“取暖”家电

被摆在了显眼位置上，吸引

了不少被寒风“吹”进店里

的顾客。泉城路苏宁电器的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这个周

末燃气热水器的销量明显增

长，其中多数购买者是为了

取代家中的电热水器。家住

省城西部的市民翟女士告诉

记者，“听说快要实行阶梯电

价了，家里老老小小5口人，

洗澡、做饭全用电，每个月

能用300多度电，这以后肯

定得多交电费，正好天气也

冷了，把家里的电热水器换

成燃气的，能省不少电呢。”

据了解，按照国家发改

委公布的阶梯电价拟订方
案，今后市民家庭用电将按

照用电量分为三档不同定

价，其中最高用电标准是每

月270度，超过这一标准，

多用的电价将上涨超过
0 .2元/度。

正是电价的显著差别，

省城市民在选购电器时，开

始优先考虑电器能耗。三联

家电小电器部销售顾问表

示，对于电暖器、电磁炉、电

热水壶、电热水器等功率较

大的产品，近来不少市民在

选购时主要关注功率，超过
2KW的电器几乎无人问

津，而能效等级高、功率相

对较小的产品则销量较好。

本报10月24日讯(记者 赵丽) 24

日，家住乐山小区北区3号楼的李先生
致电本报，称自己还未拿到交费信息
卡，无法交采暖费，想咨询一下会不会
因此耽误今冬供暖。

李先生介绍，23日，他到乐山供热处
交采暖费时，了解到今年小区的供热方转
为南郊热电厂，一段时间后才会发给自己
用户交费信息卡。李先生说，自己很想知
道，这张卡什么时间能发下来，如果卡发

得太晚，会不会耽误交费，甚至影响供暖？

济南热电67812319热线客服人员回复
说，今年该小区的供热方调整为南郊热电

厂，目前供热企业正在进行信息录入工作，

交费信息卡将陆续发放，会保证按时供暖。

居民：

涨价太猛难接受

上调依据是什么

21日，家住七贤依山新居的王先

生致电本报“问暖热线”，他介绍，最近

几天，七贤庄村两委会在楼洞门前贴出

通知，告知今年小区采暖费收费标准是
每平米36 . 7元，比去年涨了10元，对此

住户们非常不理解，也很难接受。

22日，记者在七贤依山新居17号

楼前看到了这份通知，上面写着：供热

方今年给小区供暖按蒸汽计算，每吨收
取市场价格252元，为确保小区业户
120天正常供热，七贤庄村两委会根据

以上情况经换算收费标准每平米36 . 7

元。

家住17号楼四单元的居民刘老先
生告诉记者，这里其实是七贤庄村的旧

村改造房，在2007年入住，面积90多平

方米。“买房时售楼处曾承诺这里有‘双

气三线’，但实际上供暖从去年才开

始。”刘老先生说，去年采暖季前，村委
会在小区物业办公室设了专人收费，自

家按照每平米68元的标准交了6000余

元的配套费，按每平米26 . 7元交了
2000余元的采暖费，之后享受了一季

的暖气。

刘老先生说，据他所知，去年小区

里还有几栋楼也通上了暖气，收费标准

也是一样的。这两天，村委会贴出调价

通知，像扔了一个炸弹，大家都在谈论。

“住户对这很难接受。”刘老先生气愤地

讲道，“不交钱吧，一冬天都得挨冻，还

瞎了之前的配套费；交吧，大家的房子

基本都在90平米以上，这一涨价，得多

交一千来块钱，不是小数目。”

而对于通知上“今年煤炭价格大幅
上涨，而小区不享受政府的供暖补贴，

政府也不给供热方济南大学供热中心
补贴，造成供热价格上涨。村两委会与

供热方协商后，达成协议”这一涨价理

由，住户们也不认可。13号楼的住户孔

先生说，“大家不明白为什么突然涨10

块钱，这个数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是
谁定的？得给出一个依据和说法。”

村委会：

计费方式变了

涨价还得贴钱

22日下午，记者在小区物业办公

室见到了七贤庄村委会负责供热价格

调整一事的工作人员姜涛。姜涛介绍，

小区从2009年起开始供气，当年有9座
楼通上了暖气，供热面积大约是4万平

方米。因为过去济南大学曾以低价使用

过村里的土地，而西校区供热中心和小
区又是邻居关系，村两委会和这一供热

方联系、协商后，去年同意给小区“额外

补给”一些蒸汽。当时村委会按照每平

米26 . 7元的标准向居民收取了采暖

费，再把这笔钱交给了供热方。

由于这9座楼是旧村改造房，按政

策无法享受到政府补助。供热方计算成

本收益后，认为上个采暖季自己是亏损

的。加之今年煤炭涨价，因此供热方调

整了收费方式，不再根据采暖面积收
费，而是安装了水蒸气表，按照流量收
费，并把价格定为每吨252元。

而七贤庄村两委会经过一番换算

之后，把向居民的收费标准定为每平米
36 . 7元。换算的公式是：1万平米供热

面积1小时需要的蒸汽流量0 . 5(吨)×

24(小时)×120(天)×小区今年大概的

供热面积4(万平米)×252(元)，得出的

总数约是1451520元。而按照36 . 7元/

平米的单价，乘以4万平米后，得出的

数字是146 .8万元。

“两个数一相减，村里能余出约

1 . 7万元。”姜涛说，虽然如此，但小区

换热站的水、电费用大约是5万元，维
修费用大约是3万元，还有其他一些无
法统计的费用，算起来村里其实还要往

里贴钱。

供热方：

给这个小区供热

不享受政府补贴

七贤依山新居的北侧，紧邻着济南

大学西校区的煤场和锅炉房。这里的负

责人张经理告诉记者，实际上，这处供

热点应该叫济南大学西校区锅炉房，

按照正常来说，只为济南大学西校区

提供热源，并无义务对外供热。但去

年七贤庄村两委会主动来联系，才给

七贤依山小区供暖的。当时是按集中

供热的标准来收费：每平方米价格
26 .7元。

“一个采暖季下来，锅炉房在这

个项目上亏损8万多块钱。”张经理

说，自己这里是自负盈亏，考虑到煤

价已从去年的650元/吨升到今年的
850元/吨，加之小区没有正规开户，

给它供暖无法享受到政府的补贴，为
了避免再次亏损，因此锅炉房决定今

年按照市场价格，暂定以每吨252元

的工业生产用蒸汽价格来定价。还没

有和七贤庄村委会签协议，“价格还

没最终定，可能会随着煤价变化再调

整。”

而至于七贤庄村如何换算，如何向
小区居民收采暖费，张经理表示无权干

涉。

乐山小区交费信息卡啥时能发下来？

1 .南郊客服大厅 市中区建设路86号 82867332

2 .北郊客服大厅 天桥区新黄路3166号 85871868

3 .明湖客服大厅 天桥区生产路2号 85867328

4 .金鸡岭客服大厅 市中区土屋路13号(舜耕路南
首) 15615772230

5 .丁字山客服大厅 槐荫区西十里河东街105号

87973126

济南热电服务网点

又到交采暖费的

时候了。最近几天，七

贤依山新居9座楼的

居民发现，根据七贤

庄村两委会的通知，

今年采暖费的收费价

格调整为每平米36 . 7

元，比去年足足涨了

10元，这在小区居民

中掀起了不小的波

澜。为什么涨价，涨价

背后还有什么？连日

来，记者对此事进行

了探访。

▲七贤依山新居外景。

居民在看贴在门上的告示。

本报记者 赵丽 摄

莫轻信先施工后开户承诺

申请集中供热请按流程办理

平阴供暖仍保持17元/m
2

连续16年没涨价

取暖买家电 先问节能不

即将实行的阶梯电价影响家电销售

本报10月24日讯(记者

王光照 ) 供暖即将开

始，济南热电公司提醒市

民，申请加入集中供热一定

要按照热电公司开户工作
流程办理，以免造成延误取

暖。

济南热电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济南市内很多

已建成小区存在室内供暖

设施先改造施工再申请开

户的情况，但这可能导致居

民家中无法实现集中供热。

为此，济南热电有限公司提

醒济南市民申请加入集中

供热一定要按开户工作流

程办理，不要轻信某些施工

队能给居民办理供热开户

的承诺。

这位负责人表示，已建

成小区供暖开户流程基本

分7个步骤，首先济南热电

有限公司客户服务大厅受

理用户开户申请；然后热电

工作人员勘察现场，做出方
案，提出是否具备入网开户

条件；如用户具备供热开户

条件，请用户准备开户相关

资料，并与济南热电有限公

司工程公司签订委托采暖

施工合同；用户到济南市

行政审批服务中心(黑虎

泉北路 187号)二楼市政

公用事业局供热窗口领

表并交纳管网建设费，济

南热电有限公司工程公

司按委托内容进行采暖

施工；济南热电有限公司

与用户签订《集中供热开

户协议书》；施工验收完毕，

签订《济南热电有限公司城

市供用热力合同》；最后用

户领交费信息卡，交纳采暖

费(按约定的供热时间交

费)后，按热力合同约定时

间开始用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