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居民民供供热热价价格格拟拟调调整整为为 2200元元//平平
最终需经县政府研究后县物价局印发文件执行

本报 11 月 7 日讯(记者 孟
燕 见习记者 梁越)11 月 1 日
上午 9 时，济阳县举行城市居民
供热价格调整听证会，城市居民
供热价格拟由每平方米 18 元调
整为每平方米 20 元。

1 日上午 9 时，来自消费者、
经营者、人大、政协及群团组织的
19 名代表，在国土资源局五楼参
加听证会，这些代表是通过自愿
报名和邀请推荐的方式产生的。
每个代表手里都拿着厚厚的材
料，听证会上，各方代表积极发
言，希望能够详细地把所代表方
的意见表达出来。

物价局相关负责人阐述了本
次城市居民供热价格调整的原
因。该负责人称，本次供热价格调
整主要因供热运行费用不断增
长，如：职工工资和煤炭价格上
涨；随着企业供暖面积、居民供暖
面积的增大，供热负荷增加，企业
亏损严重；供热管网的改造升级、
设备改造投资较大。

“供热的运营成本一直增加，
实际运行成本为 36 . 42 元/平方
米。”北方供热公司代表赵玉梁补
充说，供暖每平方米公司亏损近
18 元，公司连年负债经营。近几
年，供热成本逐年增加。供热属于
公益性服务，政府每年给予一定
的补贴，但不能弥补供热公司的
亏损。

听证会上，一些代表提出，价
格调整幅度和时机要把握好；供
热服务质量要随价格上涨而提
高，最低温度也要相应提高，保证
供热效果。

据了解，听证会结束后，所有
代表的意见将形成听证报告并提
交县政府。供热价格最终如何调
整，最终需经县政府研究后县物
价局印发文件执行。

本报 11 月 7 日讯(见习
记者 梁越 )近日，记者从
县市政园林公用事业局获
悉，济阳县 2013 年集中供
热时间定为 11 月 15 日至
2 0 1 4 年 3 月 1 5 日，共计
120 天。城市居民供热价格
不变，暂执行 18 元/平方
米。

根据《济阳县城市集中
供热管理暂行办法》，本季
取暖费缴费时间定于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20 日。集中

供热时间定为 11 月 15 日
至 2014 年 3 月 15 日，共计
120 天。

济阳县市政园林公用
事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冬居民供暖价格仍为 18 元
/平方米，价格即使上涨也
将在下个采暖季执行。该负
责人强调，中小学、托幼机
构从今年开始执行 20 元/
平方米的供暖价格，非居民
住宅供暖价格则为 32 元/
平方米。

另外，城市居民缴纳费
用需在相应的直管站进行
缴纳，分为北方供热收费网
点和昊阳热力收费网点。据
了解，各自管站用户缴费由
其所属物业公司自行安排，
由物业公司参照去年缴费
额在 11 月 14 日前一次性
缴纳，取暖季结束后再根据
实际用热量多退少补。未按
时缴费用户视为放弃本季
采暖，否则每日加收 3 ‰的
滞纳金。

今冬居民供暖价格
仍按18元/平方米收取

济阳北方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供热试运行。 通讯员 江亮 摄

本报“问暖热线”
96706123 开通

本报 11 月 7 日讯 (见习记者 梁
越)11 月 15 日，济阳县 2013 年集中供暖
将正式开始。本报即日起开通“问暖热
线”96706123 ，及时为您解决供暖前后
和供暖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疑问。

开户手续怎么办理？供暖费如何缴
纳？暖气片漏水怎么办？您对供暖部门
有什么建议？……如果您碰到了用暖问
题 ，欢 迎 拨 打 本 报“ 问 暖 热 线 ”
96706123 ，本报将 24 小时接听您的电
话。

本报也将把问题第一时间反映给
相关供热企业和主管部门，尽快给您一
个满意的回复，让您过一个温暖的冬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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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供热收费网点

网点

名称
地址 辖区

开发区

农信社

花园小区

北门西侧
花园小区用户

窑头

农信社

雅居园四区

西侧

雅居园、雅居

园南苑用户

城北

农信社

实验小学

斜对过

经一路以东

所有用户

供热

公司大厅

城区分局

北邻有用户

除上述区域外

的所有用户

北方供热咨询电话：84228938

昊阳热力收费网点：日照银行营业大厅
（雅居园小区大门东侧）
昊阳热力咨询电话：15726153312

积积极极作作为为 加加快快发发展展
努力开创市政园林公用事业新局面

通讯员 江亮

大力推进市政道路建设

今年该局按照济阳县委、县
政府的部署和要求，对城区汇鑫
路、上好佳路、富阳街、经二路进
行续建改造提升，对纬四路东
段、经四路北段、经一路南延临
河街与纬一路东延老城街进行
改造维护，新规划建设了光明
街、澄波湖路、永安路南延、陇海
路南延、富强街等市政项目。目
前汇鑫路、上好佳路、经四路北
段、纬四路东段、经二路、韩家
街、经一路南延、纬一路东延、永
安路南延已建成通车；澄波湖路
已完成电缆沟沟体和主要交通
路口的管线施工，待高压线电缆
入地后进行全面施工；富强街完
成水稳；富阳街完成灰土，其它
各项道路建设工程也正在有序
进行。

着力提升城区绿化水平

在今年城区绿化建设中，该
局按照因地制宜、注重特色、着
眼长远的原则，一是高标准完成
新元大街景观河北岸绿化工程、
正安路中段东侧和北延绿化工
程及 3 处节点绿化工程，新增绿
地 12 万平方米。注重了乔、灌、

花、草根据色彩和季节变化的合
理搭配。二是高标准提升济北公
园形象。对湖面和喷泉进行了彻
底清淤维修，在休闲广场新建 20
多平米的“小舞台”，供人们自娱
自乐；与纪检委联合创建了廉政
文化教育基地，增添了浓郁的文
化气息；开展了开园透绿工程，
提高了公园档次。三是高标准建
设行政审批中心园林景观工程。
对原健身场地进行整合优化，完
善交通布局，在尽量保留原有高
大树种的基础上，进行深层次绿
化，新建喷泉、廊架等景观小品，
使其成为政务中心的后花园。

全力提高居民供热能力

居民供暖是一项公益事业、
民生工程，关乎政府形象，绝不
容忽视。今年在济阳镇粮所内增
设换热站一处，在银山小区、直
属库、龙泉花园附近各增建一套
换热机组。敷设配套一、二级管
线 480 米；将消防队换热站由纬
一路主管线供热调整为由纬四
路主管线供热，敷设一、二级管
线 640 米。同时，对腐蚀严重，存
在“卡脖”现象的富阳街西段管
网改造，新敷设 DN450 管网 580
米，并对旺旺街、富阳街及正安
路等部分蒸汽管网进行了维修
改造，大大降低了管网损耗。

奋力加快新热源厂建设

为有效满足当前及今后一
段时期内工业生产用汽及居民
采暖的发展需求，经济阳县政府
批准，由济阳县市政园林公用事
业局负责在济北开发区新建一
处 热 源 厂 。年 最 大 供 汽 量 为
104 . 4 万吨。一期重点承担开发
区北部企业工业用汽，二期根据
需要兼顾居民取暖，总工期两
年。该工程于 6 月 28 日开工建
设。当前现场施工以土建工程为
主，总计完成各类桩基 4819 棵，
烟囱、化水车间垫层及承台和主
机厂房垫层已相继完成。锅炉主
机、化水、脱硫除尘等主辅设备
均已定制订购，部分设备厂家已
加工完成。

努力强化城区防汛功能

针对今年防汛形式，该局按
照“防大汛、抗大灾”的目标要求，
积极开展排水设施综合治理工作。
一是结合城区道路施工，高标准建
设道路两侧排水管道；为缓解政务
中心片区防洪泄洪压力，实施了安
康街河道建设工程；新建泰兴街排
水管道，实现了该路段的中水、雨
水分流。二是对城区及城乡接合部
的排水设施维护、疏通。共计疏通
排水沟 86 千米，清理淤泥 23000
余立方米。三是实行“河长制”管
理，对政务中心、银河路等七条景
观河道实施“河长制”责任管理，组
建了河道卫生清理和防汛应急处
理两支队伍，保障了城区安全度
汛。

强力推进环境综合整治

以创建文明城市为契机，该局
积极推进环境综合整治。一是采取
见缝插针的方法，对城区破损路面
进行养护、维修。完成罩油面 2 . 5
万平方米，路面挖补 5500 平方米，
更换地沟盖板 280 米、路缘石
1500 米、雨箅子 85 个，铺装人行
道 500 余平方米。二是在道路两侧
和节点种植草花 700 平方米，补植
苗木 1 万余株，对城区 100 多万平
方米的绿化带进行集中养护整治。
三是更换开元大街中华灯 196 盏、
正安路双臂路灯灯头 320 个、政务
广场槐花灯 10 套；对城区个别路
段的“瞎子灯”进行了通电照明、维
修更换；整治广告牌匾 100 余块。
城区形象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市政建设是发展载体，园林绿化是城市形象，公用事业
是民生保障，市政园林公用事业工作涉及层层面面、角角落
落。今年，济阳县市政园林公用事业局努力克服各种瓶颈制
约，积极作为，扎实苦干，各项工作成效显著。

建设中的兴阳热源厂。 通讯员 江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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