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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淑玉
曲彦霖

去年孩子没出生时
就开始“问暖”，如今孩
子1岁了，家人还在为今
冬能否供暖焦虑。供暖
日临近，看着单元楼内
其他邻居陆续交费，入
住富鑫街一年多的新业
主王女士急了。

单元楼内已能顺利
供暖，为何独独不给新
用户开通？4日，记者从
华阳热电获悉，最主要
的原因是开发商配套费
拖欠没有交齐，能否正
常供暖还是未知数。而
记者从小区物业公司得
到的说法是，由于开发
商“跑路”，目前黄务街
道办事处正负责协调，
物业已通知业主交材
料，今冬有望顺利供暖。

业主>> 入住一年多，供暖成奢望

距离正式供暖还有不到
半月时间，看着小区里单元楼
下贴满了供暖交费通知单，刚
搬到富鑫街一年多的王女士
心里格外着急。原来，小区的
老业主都已经开交供暖费了，
但新业主却没法交费，今冬供
暖仍没着落。

去年，还是准妈妈的王女
士在小区买了套二手房，只盼
着孩子出生后不会挨冻。但关

于家里的供暖问题她来回问
了很多次，一直没有得到准确
回复。

“当时说是配套费没交
齐，能不能供暖还不确定。”王
女士先后咨询了小区物业和
华阳热电，得到的都是同样的
说法。等业主想集体找开发商
讨说法时，却被告知“开发商
跑了”。最终，在多方协调下，
在正式供暖后一段时间后她

家才供上暖。
“好在孩子没跟着挨冻，

但今年能不能供暖又成了未
知数。”日前，王女士致电本
报“问暖热线”称，尽管小区
去年最终供了暖，但今年却
被告知配套费没交齐，暂时
不能交费。“孩子太小，确定
没法供暖我们就得出去租房
子了。”王女士不无忧虑地
说。

供暖小常识

农村家用漏保

专项整治保安全

本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
员 毛志刚 ) 近日，海阳市供电
公司组织专人走村串户，认真做好
漏电保护器安装情况的排查工作，
确保辖区内农村家庭用电安全。

物业>> 业主交上6张复印单等通知即可

富鑫街这些想开通暖气
的新业主该何去何从？4日下
午，记者从小区物业烟台市隆
中物业公司获悉，由于开发商

“跑路”，配套费没有交齐，小
区供暖正由物业公司、黄务街
道办事处和华阳热电多方协
调，目前物业已通知业主交材
料，今冬有望供暖。

4日下午，记者从烟台市隆
中物业公司管理办公室获悉，富
鑫街的业主若想办理供暖，需要

准备两张户主的身份证复印件，
两张暖气投资单据的复印件和
两张房产证复印件，若没有房产
证可用购房合同复印件代替。准
备好6张复印单后可以交到物业
处，随时保持电话通畅等候物业
的通知。

在物业管理办公室，记者
遇到一位正为供暖奔波的业
主，为备齐6张复印单，他正在
四处寻找能复印的地方。一位
物业工作人员称，开发商早在

10年前就拿着业主的暖气投
资费用不知所踪了。去年，富
鑫街有十七八户业主来反映，
而今年有七八十户，他们也正
在跟供热公司协商，至于今年
到底能否供暖，还得等通知。

“今年再不办手续，以后
怕都没机会了。”工作人员称，
在各方协调下今年顺利供暖
希望很大，而且今冬是办理通
暖气的最后机会，若错过了，
以后就不能办了。

供热公司>> 配套费没交齐，能否供暖还是未知数

11月4日下午，记者来到黄
务街道办事处，一位工作人员
称，小区开发商是一家名叫烟台
雪龙建筑开发有限公司的单位，
他们辗转从他人口中得知，开发
商老板患重病入院了。

业主买房之初交了暖气
投资却用不上暖，开发商老板
又病重入院，这位工作人员
称，街道办事处只能从中协
调，但因相关负责领导正在开
会，具体进度并不知情。

单元楼内已经顺利供暖，
为何独独不给新用户开通？记
者从华阳热电获悉，最主要的
原因是开发商拖欠配套费，没
有交齐，所以今冬能否顺利供
暖还是未知数。

高高科科技技家家用用水水质质处处理理器器免免费费发发放放
全民健康饮水惠民进烟台：调查饮水现状，强化饮水安全！

对人类最大的威胁是什
么？不是地震，不是火灾，不是
水灾，不是泥石流，不是瘟疫，
不是暴风，不是战乱，世界卫生
组织的调查报告指出：人类大
部分的疾病和死亡与水污染有
关，据统计，每年世界上有一定
比例的儿童饮用被污染的水而
死亡。

水是生命之源，没有了水，
生命就不存在，由此可见，水对
于一个生命的重要性。然而令
人担忧的是，水资源受污染的
程度呈现加剧的趋势。数据显
示，我国城市55%地下水为较
差至极差水质。走访发现，当前
工农业排污、生活垃圾排放等

造成的自然环境污染同管道污
染一起，成为了当今危及水安
全的隐患，并且家庭装修的二
次污染，更成了家庭饮水的健
康隐患。很多市民开始对每天
要喝的水产生了顾忌：自来水？
桶装水？纯净水？矿泉水？市民
要健康，到底该选择什么的水
呢？

2013年，“全民大型健康
饮用水惠民行动”在全国启
动！本次活动得到了很多爱
心企业的大力支持和赞助。
为让全体居民都能喝上健康
安全的饮用水，“全民健康饮
用水惠民行动”拿出巨资，向
烟台市居民免费发放高科技

水处理器产品：水处理器 (型
号：3WIN99 )。近期，“饮用水
安全、惠民行动”已在烟台启
动，首批将向 5 5岁以上的居
民免费发放。

据了解，该款水质处理器
可自动检测家中自来水水质的
好坏和是否达到安全健康饮用
水标准：1、判断污染程度；2、含
泥沙铁锈程度；3、是否影响健
康。特殊材质的滤芯还能过滤
改善自来水水质，确保全家人
都能喝到健康、卫生、安全的好
水。

已领取到了水质处理器的
居民都表示，“确实没花一分
钱，就领到了1个水质处理器！

装在水龙头上几天后，滤芯竟
然由纯白色变成了深褐色。原
来，我这么多年喝的都是这样
的水，还好现在喝上了经过处
理的健康的水！”

申领条件：
(1)烟台六区内常住居民；
(2)拥有自住住房；
(3)申领人年龄必须55周岁

以上；
(4)第一期活动1000个已发

放完毕，应未领取顾客要求，总
部再发放1500个。

先报先得，符合条件居民
的尽快申领。

烟台申领电话：0 5 3 5 -
6287600

国网海阳供电公司

相关链接

1、供暖开通手续如何办
理？

记者从市区主要供暖企
业了解到，如果小区的单元
内已开通暖气，居民只需带
上房产证到营业中心办理相
关开通手续即可。而新建小
区供暖用户的开通手续相对
麻烦，首先需要到相关供热
企业客户服务中心递交开户
申请，具备入网开户条件后，

用户需准备相应开户资料，
在与供热企业签订委托供暖
协议后，交纳取暖费后即可
正常用暖。

2、上了“年纪”的暖气片
要及时更换

随着各大供热公司开始
注水、试压，暖气片的寿命也
成了不少市民关心的问题。
目前，关于暖气片的寿命没
有严格的规定，不同暖气片

的使用期限也不同，但为了
安全起见，家中使用10年以
上的暖气片应注意更换。

供热企业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暖气片使用年限过
长会出现腐蚀等现象，从而
导致漏水，会给自家和周围
邻居带来不便。为保障用暖
安全，家中使用10年以上的
暖气片应注意及时更换。

本报记者 孙淑玉 整理

1、上夼西路的孙女士：我想问
暖气交费截止到什么时间？过期
怎么办？

华阳热电回复：交费时间截
至11月15日，逾期每日需交纳0 . 3

‰的滞纳金。

2、市府街的曹女士：我在小区
租的房子，不知道交费编码，房东
也忘了，该怎么查询，到哪里交
费？

500供热公司回复：登录500供
热公司网站，通过用户自助服务，
输入街道和楼号查询家里的交费
编码。11月15日前可到烟台银行交
供暖费。

3、龙海家园B区张先生：小区
已经安了热计量表，为什么今冬
不按热计量收费而继续按照建筑
面积交费？

市热力公司回复：新小区第
一年安装热计量表，都需要有一
定的观察期，所以第一年不适用
计量收费。

本报记者 孙淑玉 曲彦霖 整理

有问有答

单元楼下已贴出了供暖交费
单，可今冬想供暖的新业主却无法
交费。

本报记者 孙淑玉 摄

开开发发商商拖拖欠欠配配套套费费
新新业业主主取取暖暖成成难难题题
富富鑫鑫街街物物业业：：开开发发商商已已““跑跑路路””，，目目前前正正在在协协调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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