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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今冬冬供供暖暖起起居居室室温温不不低低于于1188℃℃
部分小区“双热源”供暖

本报11月12日讯(记者 许
君丽 ) 记者从威海市燃气热力
管理处了解到，为让市民冬季享
暖流，今年供暖期间，将保证居
民卧室、起居室的温度不低于
18℃。为保证供暖质量，今冬部
分小区将实行“双热源”供暖。

据了解，根据《威海市燃气
热力管理处关于做好 2 0 1 4 —
2015年度供热前期准备工作的

通知》要求，今年供暖期内保证
居民卧室、起居室的温度不低于
18℃，连日来，威海各供热企业
已进入供热低温运行状态，部分
市民家中已经暖和了不少。

记者了解到，为保证部分老
旧小区的供暖质量，今冬，威海
热电集团和威海第二热电集团
将对部分区域小区进行“双热
源”供暖，提升供热温度，并增强

供热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其中，威海热电集团投资1

亿元建设初村至张村的供热主
管网工程，今冬供暖期，张村地
区的近3万用户，除了由威海热
电厂输入热能以外，还可享受威
海热电集团初村科技新城供热
站的暖流。威海第二热电集团则
将新力热电公司和博通热电公
司联系起来，形成多热源，受益

的供暖区域包括长峰小区和皇
冠小区，一旦某个热电公司对供
暖小区提供的供暖热能不足，马
上从另一个热电公司调来热源
补充。

另外，记者采访了解到，今
冬市区供暖价格不变，但四成用
户将实行计量供暖，实行基本热
价和计量热价相结合的两部制
热价计量收费，标准略有调整。

实行两部制热价的热用户在供
暖期开始前，按面积计费额一次
性预交供热费。

供暖期结束后，按照计费额
低于按面积收费额的部分退还
给用户，高于按面积收费额的不
再补交。

还没交暖气费的用户抓紧
时间啦，11月 20日以后缴费须
缴纳滞纳金。

招15名“演员”参演王学兵话剧

本报11月12日讯(记者
李孟霏) 想和王学兵同台在
大剧院舞台上演出吗？想在
林兆华导演的《人民公敌》中
扮演角色吗？机会来了！关注
本报微信并发“我想报名参
演《人民公敌》”的私信，即有
机会参加。

被尊称为“大导”的林兆
华对挪威剧作家易卜生情有
独钟，此次排演《人民公敌》，
林兆华坦言是“因为现在原
创好剧本太少”。而对于《人
民公敌》的处理，林兆华的理

念是不移植，他笑称虽然是
100多年前的剧本，但有当代
解释，其中与环保有关的内
容还恰是今日的热门话题，
他要把《人民公敌》做成当代
的、中国的，也是自己的。

此次话剧演出将在12月
19日登陆威海会议中心大剧
院的舞台，王学兵将作为主
演掌控整场话剧。

空降威海，《人民公敌》
剧组也带来了见面礼，那就
是在威海招募 3 0 名群众演
员，而作为会议中心大剧院

的合作单位，本报获得了其
中的15个名额。只要你关注
本报微信，并发“我想报名参
演《人民公敌》”的私信，即有
机会参加。

此次演员招募，要求20
岁到60岁之间，穿暗色衣服，
男女均衡。

格威海举办前三季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新兴产业增长率高于传统产业

本报11月12日讯(记者 王帅)
11月12日下午3点，威海市政府新闻
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威海市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新闻发言人通报
2014年前三季度威海工业经济运行情
况，并现场答记者问。

对于前三季度威海工业发展的特
点，市经信委新闻发言人杨启玉总结
为“四个高于”：工业经济高于全市经
济；威海工业高于全省工业；新兴产业
高于传统产业；重点项目高于一般项
目。

前三季度，工业运行平稳有序。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 . 8%，高于
去年同期0 . 17个百分点，高于全省
2 . 3个百分点。全市36个工业行业大
类中，有 3 3 个保持增长，增长面达
91 . 7%。工业累计用电量49 . 2亿千瓦
时，增长2 . 16%。

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934 . 5亿元，增长7 . 6%；利润总额
287 . 5亿元，增长13 . 06%；利税总额
422 . 7亿元，同比增长11 . 3%，提质增

效成效明显。
产业集群发展态势好，新兴产业

增长率高于传统产业。新信息、新医
药、新材料三大新兴产业增长提速，机
械制造、食品加工和纺织服装三大传
统产业运行平稳，运输装备产业呈现
恢复性增长。从重点监测的200家企
业情况看，三大战略新兴产业和四大
传统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分别增长
18 . 7%和6 . 8%，利税分别增长30 . 9%
和6 . 8%。

骨干企业带动作用增强。重点监
测的200家企业收入总额增长10 . 5%，
利润总额增长26 . 8%，35家企业主营
业务收入超过10亿元。其中，威高集
团、三角集团、金猴集团、三星电子和
成山集团5家企业收入超过50亿元。

前三季度，全市完成技改投资
554 . 8亿元，增长24 . 1%，高于年初计
划9 . 1个百分点，百项重点工业项目
当 年 完 成 投 资 2 0 5 . 9 亿 元 ，增 长
48 . 5%，占年度计划总投资的85 . 6%，
有20个项目竣工投产。

格《丈夫命止车祸 妻子大义捐器官》追踪

本报已收到2500余元爱心款

本报 11月 12日讯 (记者 王帅 )
11月4日，本报C02版报道了大爱

妻子捐献丈夫遗体事迹，由于家境
贫困，两个年幼的孩子的成长让妻
子担心。日前，陆续有读者关注，本
报小记者王硕率先捐款。目前，本报
共收到2553 . 4元爱心款。

9月25日，河南周口人刘保康携
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威海打工，没想
到10月16日，他因车祸去世，留下妻
子和两个幼小的孩子。为留住丈夫，
妻子赵建毅然决定捐献丈夫的器
官，他也是威海第二例器官捐献者。
由于他们一家来自农村，家境较差，
丈夫的医药费是赵建四处筹借得
来。家里的顶梁柱没了，最让赵建最
担心的，就是4岁的儿子和刚2岁半
的女儿。

看到此报道，4日，皇冠小学五

年级四班的王硕联系本报，拿出自
己300元零花钱捐给小弟弟小妹妹。
王硕的爱心行为感染了他的妈妈朱
女士，得知赵建的儿子到了该上幼
儿园的年龄，花销不小，朱女士便将
赵建的事迹发布到家委会平台。不
少孩子被赵建的行为感动，纷纷捐
钱帮助这一家。

据悉，皇冠小学30名孩子参与捐
款，共筹得1553 . 4元钱。朱女士说，

“孩子捐的5毛钱和500块钱只是数量
不一样，但都是一种爱的表达。”除了
孩子们的捐款，老党员殷树山夫妇也
慷慨解囊，捐助1000元钱。

得知本报读者的鼓励，赵建很
感动，“我会坚强、努力地把孩子抚
养大，因为他们是我丈夫生命的延
续，是我以后生活的希望。”她也通
过本报感谢好心人。

乳山阁楼供暖收费有新规

本报 11月 12日讯 (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王欣淑 ) 日前，乳山
市下发了《关于明确集中供热收费
有关问题的通知》，对该市的阁楼、
跃层住宅及换热器等的收费问题进
行了明确规定。其中，阁楼供暖收费
不再一刀切，安装使用散热器的阁
楼，将按收费系数收取供热费。

2014—2015年度供暖季即将来
临，乳山市各供暖公司在收费过程
中，很多市民咨询有关阁楼、跃层住
宅及换热器等的收费问题。针对近
年来乳山市集中供热收费出现的实
际情况，乳山市参照威海市物价局、
威海市建设委员会《关于明确集中
供热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下发了

《关于明确集中供热收费有关问题
的通知》，对阁楼、跃层住宅及换热
器等的收费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

通知规定，阁楼的收费办法为：
安装使用散热器的阁楼，按收费系
数收取供热费，即供热费=阁楼的
平均层高÷该楼标准层层高×供热
价格×阁楼建筑面积；对不使用散
热器的阁楼，不收取供热费。

跃层住宅的收费办法为对跃层
住宅中使用散热器的楼层，按建筑
面积收取供热费；对跃层住宅中不
使用散热器的楼层，按建筑面积的
50%收取供热费。换热器的收费办
法为每个换热器每供热期收取 200
元的供热费。应急演练

11月12日，新都小学开展了“找火灾隐患，保家庭平
安”系列安全教育活动。图为听到警报声后，随堂教师迅速
组织学生捂住口鼻从教学楼中有序撤离。

本报记者 王帅 通讯员 王霞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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