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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翔天地供暖问题

力争22日前解决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蒋龙
龙 王光营 实习生 王林林 )
17日，富翔天地小区为了解决小区
供暖难题召开协商会，各方承诺在
22日前解决小区的供暖问题。

本报于12月11日刊发《降温了，
家中暖气还不热》一文，报道了富翔
天地小区暖气只是温乎，居民反映
强烈一事。当时，小区物业表示，换
热站所有设备已开启，但一次管网
温度低，二次管网漏点多，热损耗
大。热企表示，热源的分配是按照供
热面积等换算出来的，热源虽然由
黄泰提供，但管网却是市里统一安
排，黄泰也无权干涉。

为了解决小区的供暖问题，17

日上午，小区召开了“富翔天地暖气
问题协商论证会”，黄泰热力、物业
公司、业主代表、东风街道办、富泉
居委会坐到了一起，讨论解决小区
的供暖难题。

在协商会上，黄泰热力工作人
员提出，小区物业尚未把小区的供
热明细向黄泰热力上交，“上个采暖
季还有70万元的采暖费没有移交。”
随后，物业同意将供热明细等相关
材料移交黄泰。

对于一些小区居民反映的室温
过低，特别是二期居民认为室温不
达标问题，物业将牵头联合热力公
司组成排查小组，对居民室温展开
入户调查，“室温过低的用户，排
查组将重点处理。”各方一致同意
在今年12月22日前，争取解决小区
的供暖问题。

管道维修后

一个多月没回填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王光
营 实习生 王琮瑾) 17日，家住
历城区东方小区38号楼的马女士向
本报反映，单元门前的供热管道出
现泄漏，热企抢修人员进行了开挖
维修，大坑没有回填带来安全隐患。
对此，山东黄泰热力工作人员表示，
将派工作人员前去查看处理。

“这都一个多月了，开挖后一直
没人来回填。”17日上午，马女士告
诉记者，正式供暖前，单元楼门前的
供暖管道出现泄漏，工作人员开挖
路面进行了临时抢修，之后却没了
动静，既没有更换管道，挖开的大坑
也没人前来回填。

记者在东方小区38号楼3单元
楼门口看到，楼道右侧被挖开一个
深约1米的大坑，碎砖石块铺了满
地，旁边用来铺盖的大石板横在草
坪上。

马女士表示，11月9日充水打压
就发现家中水循环不好，试供暖期
间也不见暖气好转。经热力公司工
作人员检查，推断是供暖管道出现
了漏水状况。

11月16日，山东黄泰热力公司
的抢修队挖开了供暖管道，抽干积
水后发现，通往居民家中的钢管出
现了较大的漏点。由于正处在供暖
期，更换渗漏管道会对其他单元的
供暖产生影响，双方商议等今冬供
暖结束后再进行更换。

记者在现场看到，挖出来的坑
紧挨着单元口，面积有两平方米左
右，周围虽有防护带围挡，但基本起
不到防护作用，稍不注意就容易踩
空。“我们这栋楼上住的多是老人，
70多岁的就有好几个，还有几个四
五岁的孩子，万一摔下去可怎么办
啊！”马女士说。

对此，山东黄泰热力公司工作
人员表示，在正式供暖期间，抢修人
员比较繁忙，没来得及进行回填。

“我们已经安排工作人员，尽早前去
处理。”

追踪报道

省省出出33550000万万办办公公经经费费帮帮扶扶困困难难国国企企
济南已发放1 . 4亿多元用于偿还企业内债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刘雅菲 ) 帮扶困难国企再获
新进展！记者17日获悉，济南已
压缩3500万元的办公经费用于
困难国企帮扶。

记者17日从有关部门了解
到，在我省第一批教育实践活
动单位重点整改事项中，济南
有两项整改问题，一个是部分
市属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
拖欠职工工资、养老金、医疗费
等问题，另一个是外来务工人

员(农民工)缺少综合服务平
台、社会保障不足的问题。

根据整改问题，济南拿
出了相应的措施。其中，在帮
扶困难国企方面，济南加大
财政支持力度，设立帮扶启
动铺垫资金；市直单位公用
经费压缩5%用于帮扶，连续
执行三年。

目前的进展情况是，第一
批帮扶资金已经到位，包括压
缩市直部门5%左右办公经费

的3500万元、改革先期启动资
金5亿元。

此外，济南还出台了《关于
市属国有困难企业帮扶解困和
改革发展工作的实施意见》，召
开了帮扶解困动员会，向44个
困难企业派驻的帮扶解困协调
组全部到位开展工作。企业五
项内债资金包括死亡职工抚恤
金和遗属生活费、因公致残职
工补助费、拖欠职工独生子女
父母退休一次性养老补助和医

药费等，足额发放到位，共计
14657 . 59万元。

记者了解到，此次帮扶工作
将持续到2015年12月底，为期三
年，一企一策，分类解决国企的
困难。目前，济南已多次召开相
关会议推进此项工作的进展。

在帮助外来务工人员方
面，济南市外来务工人员综合
服务中心已于11月20日正式成
立，并连续举办多次招聘会帮
扶农民工就业。

应对降温，热源厂将增开锅炉

供供暖暖主主管管网网将将提提温温88℃℃左左右右
17日，记者从济南市气象部门获悉，省城或将迎来今冬首场降雪，最低温将降至-

6℃。随着降温到来，不少居民家中暖气仍不热乎，部分小区还无法通上暖气，只能过一
个冷冬。为了应对降温，热源厂将新点锅炉，供暖主管网将提温8℃左右。

霾预警有望

今天上午解除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孟燕 ) 17日，济南仍笼罩在
一片雾霾之中。市气象台16日
下午发布的霾黄色预警信号
仍未解除。

霾预警已经挂了 4天。
根据预报，17日夜间大部分
地区将有小雪光临，不少市
民盼望着雨雪能将雾霾一
扫 而 光 ，改 善 持 续 多 日 的

“脏空气”。不过，冷空气的
步伐有点慢，截止到17日晚
8时，市区仍未飘下雪花。

市气象台预报员表示，
冷空气来临后，空气质量将

有较大改善，霾预警有望在
1 8日上午解除。同时，未来
几 天 气 温 较 低 ，最 高 温 在
3℃左右。

预报显示，18日多云转
晴，北风3～4级，最低气温-
6～-3℃，最高气温3℃左右。

19日晴，北风3级，最低气
温-9～-6℃，最高气温4℃左
右。

20日晴，东到东北风3级，
最低气温-10～-6℃，最高气
温4℃。

21～22日晴到多云，北风
转南风2～3级，气温回升。

▲17日，济南空气质量又为严重污染，市区内能见度很低。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本报记者 蒋龙龙 王光营 实习生 王琮瑾

物业修了几次，家中还是不热

“别人在家穿秋衣秋裤
就行，我在家还得穿棉衣。”
17日，家住天桥区香江花园4
号楼的王女士向记者反映，
今年家里的暖气老是热不起
来。王女士说，由于暖气热度
不够，室内温度上不去，她在
家里也得穿着棉衣，孩子写
作业还得披着羽绒服。

“往年都挺好的，今年突
然就不行了。”王女士在香江
花园小区已经住了4年，今年
供暖已经一个多月了，家里
暖气还是不热，整栋楼就她
一户热不起来，王女士联系

物业进行维修，修了几次都
没修好。

香江花园物业管理处有
关人员表示，物业工作人员
负责换热站的管理工作，只
能帮助居民进行清滤网、放
水等简单工作，对于入户修
理并不专业，居民应该咨询
热电厂的施工人员进行专业
维修。

给香江花园提供热源的
济南北郊热电厂工作人员表
示，对于王女士这种情况，可
以提供入户修理服务，但居
民得提供材料费及施工费。

不少小区暖气只是温乎不热

马上要降温了，省城东部
富翔天地和辛甸花园小区的不
少居民反映，小区里的暖气片
只是温乎，家中的温度只能刚
刚达标，“再降温，就不知道怎
么办了！”

家住辛甸花园的居民王女
士向本报反映，自供暖以来，家
中的暖气片一直温乎，“经测
温也能达到 1 6℃以上，但不
供 暖 的 居 民 家 中 也 能 达 到
16℃。”虽然王女士和小区居

民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但始
终没什么进展。

为了加入集中供暖而努
力16年的玉函南区现在又有
变数。据济南热电公司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因节能改造
没协商好，暖气设备安装暂
时搁置，今年小区供暖可能
无望。该小区一位居民告诉
记者，“原以为这个供暖季末
尾能供上暖，没想到希望还
是落空了。”

降温数据提前输入调度系统

据气象台预报，受冷空气
影响，17日晚到18日济南或将
迎来今冬首场降雪。据了解，雪
后气温将下降5℃左右，最低气
温降至-6℃左右。

近日，济南连续遭遇雾霾
天气。16日零时起，济南正式启
动重污染天气III级响应，全市
火电、钢铁、水泥、化工、石化重
污染行业共36家企业被要求停
产限产，保证污染物排放总量
削减30%以上。

省城多家热企负责人向记
者表示，各热企将全力确保市
民供暖，为了应对降温，供暖主
管网将提温8℃左右，达到80℃
左右。

负责东部城区供暖的济南
热力目前已经点了11台锅炉，
为了应对此次降温，将再点两
台锅炉。为了减少产能对环境

的影响，济南热力下属热源厂
将把所烧煤炭的含硫量控制在
0 . 4%以下。目前，济南热电为
了保障供暖，储存了近40万吨
煤炭。济南热力也在热源厂储
存4万余吨煤炭，可供各热源厂
使用10天，还有十余万吨储存
在济南周围的煤场，随时可以
调配。

给西部城区供暖的济南热
电公司介绍，该公司今年可以
通过智能化的调度系统，实时
掌握各换热站、部分居民家中
的温度情况，每两分钟更新一
次数据。调度系统还与市气象
部门联网，将最新的天气情况
输入系统，及时调整管网温度。
此次降温三天前，降温数据已
经输入调度系统，系统会自动
调节锅炉产能，为居民提供足
够的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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