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20日讯 (记者
王丽丽) 20日，记者从鑫

谊热力公司了解到，老城区新
增的取暖用户基本实现集中
供暖，今年新增100万平方米
供热面积顺利完成。

20日，鑫谊热力公司技术
组单主任告诉记者，本年申请
集中供暖的新增用户中，除两
三家单位还在进行内管网改
造尚无法接入大暖外，约50多
个小区已经接入大暖，老城区
新增供暖面积达到100万平方
米。

单主任告诉记者，目前大
管网运行已经基本稳定，新启
用的锅炉正稳定运行，因此，
新增取暖户中，约90%能够达
标供暖。

尚未接入大暖的几个小
区，等其院内管网改造完成之
后，鑫谊热力公司将尽快将其
接入集中供暖。

单主任告诉记者，目前老

城区主管网共有三条，分别是
黄河一路主管网、黄河三路主
管网和新建成的南线高温水
管线。其中，黄河三路主管网
负荷最大供暖面积，大约200
多万平方米。

由于天气降温，目前黄河
三路主管网放水现象突出。

“现在的补水量大约为200m3
/小时—300m3/小时，一天24
小 时 的 补 水 量 就 达 到 了
5000m3。一天的补水量就相当
于黄河三路整个大管网的供
水量。”单主任告诉记者，正常
情况下是回水应该是温的，经
再加热之后变成供水再次到
达住户家中，但是目前居民放
水严重，补水量太多导致整个
大管网温度提升困难，因此热
力公司提醒市民目前室温不
高要耐心等等，因为目前正处
在提温阶段，“大约21日左右
温度就能再次提上来。”单主
任说。

老城区新增100万平方米供热面积顺利完成，约九成能达标供暖

新增取暖户基本实现集中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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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天滨中嘉园等多个小区

家里温度达到20多摄氏度
受益的还有老管网末端取暖户

本报 1 2月 2 0日讯 (记者 王丽
丽 ) 随着南线高温水管线的稳定
投运，受益的不仅是新增的取暖用
户，像华天滨中嘉园、阳关花园等处
于老管网末端的老用户，居民家中
也热起来，家里温度达到 20多摄氏
度。

20日，记者来到位于黄河八路
渤海五路附近的华天滨中嘉园小
区，记者随机采访了小区内的几位
居民，业主们纷纷表示，“温度确实
提上去了！”

家住 7号楼三楼的朱先生告诉
记者，家里的温度比起以前大约能
提高10℃。“前几天室内温度只有十
四五摄氏度，现在室内温度能达到
24℃左右。”朱先生说，以前自己下
班回家就得裹上羽绒服，“现在好
了，穿件羊绒衫就可以了！”

下午3点多，记者来到五号楼五
楼的丁女士家中，丁女士客厅的温
度计显示室内温度为20 . 2℃。

丁女士说，“家里有老人小孩，
以前我整天打电话反映供暖问题，

最近几天确实好了！”记者了解到，
与华天滨中嘉园一同调到北线高温
水管线的大约有 20多家单位，多为
渤海六路和渤海九路的末端用户。

记 者 了 解 到 ，像 华 天 滨 中 嘉
园、阳光花园等小区，以前是热力
公司的“头痛户”。据鑫谊热力公司
技术组单主任介绍，以前接到的供
暖热线中，几乎全部是像华天滨中
嘉园、阳光花园等处于管网末端小
区的投诉，“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办
法，管网末端压力不够，只能等着
高温水管线运行后将他们调过来，
现在终于实现了！最近像这些小区
的 供 暖 投 诉 电 话 几 乎 一 个 都 没
了！”

由于渤海六路、渤海九路末端
的取暖户并入南线高温水管线，让
原管网的负荷减少，老管网末端取
暖用户供热效果也比以前有改善，

“像现在位于渤海六路管网末端的
建安小区、北张家等也是很大的受
益者，现在供暖效果均有改善。”单
主任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体验热力公司巡查员

“你睡得香，我苦点不算啥”
14日晚，新城区五个

新增的小区全部接通大
暖——— 小区居民不用再
为一家老小挨冻犯愁。因
为此时热力公司的工作
人员正顶着严寒彻夜忙
碌……

1 4 日上午，南线高
温水管线新增的五个小
区全部接入，但大管网
运行并未稳定，热力巡
查显得尤为重要。

14日晚上，记者跟着
热力公司工作人员齐志
林等三人，开始了热力巡
查。

工作听起来很简单，
就是在五个小区和换热
首站之间来回穿梭，检查
的内容包括小区支管网
主阀门的供回水温度，小
区楼道内主管网的供回
水温度，小区业主家中的
供回水温度等。

当这一切要在零下
八九度甚至零下十度的
环境中完成的时候，工
作却又显得艰难起来。

零下十度

每天工作到凌晨两点

14日晚上8点，我们
四人开始了热力巡查工
作。先是从泰山名郡小区
到了渤海名园，随后是马
坊馨苑、教师之家、恒心
安康经适房小区，每到一
小区支管网主阀门的位
置时，必须下车测定管网
的供回水温度。

等第一遍全部转完
再回到泰山名郡小区的
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30

分。
“为了检测温度对管

网温度的影响，因此必须
在凌晨一点左右外界温
度最低的时候再重新测
一遍。”齐志林告诉记者。

当我们再次来到恒
信安康小区外，工作人
员在调节管网时，记者
测得此时室外温度为-
10℃。在凌晨 2点，第二
遍巡视终于结束了。

半个多月

只在家睡过三次

15日凌晨两点多，我
们来到南线换热首站。在
一个小工棚里，一个电暖
气是唯一的热源。

此时，记者已经昏
昏欲睡。

“习惯了，现在时间
还‘早’，睡不着。”齐志
林一边抽着烟一边说，

“吸烟就不困了。”
“前天晚上，我整夜

都 在 调 试 大 管 网 的 阀
门 ，睡 了 一 两 个 小 时
吧！”他一边抽着烟一边
告诉记者，比起平时一
天一盒烟，现在成了一
天三盒。由于手机白天
晚上都得随时打电话，
以前五天一充电，现在
也变成了一天得换两块
电池。

齐志林告诉记者，自
从12月3日至今，只有三
个晚上他是回家睡的。

三块塑料板

围成值班室

由于南线首站刚建
成使用，根本称不上是房
子，三面用塑料板一围，
几个人就挤在这里轮流
值班。当晚值班的是热力
公司的刘师傅和刚毕业
的学生小刘。

记者刚来到首站时，
小刘正穿着军大衣在记
录管网温度，此时大约是
凌晨两点，见刘师傅给自
己拿来一盒泡面，他钻进
车里美美地吃了起来。

记者了解到，前一
天晚上就是小刘的21岁
生日。

“习惯了。”“困的时
候就两个人轮换着在车
里眯眯眼。”刘师傅说这
话时显得很满足，“前几
天连车都没有，现在好多
啦。”刘师傅指着那三面
围墙说，“就连这都是前
两天刚刚围上的。”

“等那边的小房子建
好后就好了，还有电暖
气，值班时就不冷了。”刘
师傅搓着手望着漆黑的
夜空说。

早上“起床”

发现汽车冻坏了

早上6点钟，眯了两
三个小时之后，大家“起
床了”。我们从板房里面
来到车上，当我们去泰
山名郡小区巡查时，汽
车在半路上抛了锚，任
你哭天抢地，它自“岿然
不动”。

“汽车也冻坏了。”无
奈，齐志林他们只好躺在
车底下用打火机烤机器。

“我的打火机烤坏
了！”

“我这还有一个！”
“还是不够哇。”
“哎，对了，车里还

有纸……”
烤了十几分钟，汽

车终于发动了。
我们赶紧跳上车，

下一站巡查又开始了。

20日，华天滨中嘉园丁女士家里的温度计显示20 . 2℃。
记者 王丽丽 摄

15日凌晨，汽车抛锚，只好钻入车底用打火机烤汽车。

记者 王丽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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