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02 重点 2014年11月14日 星期五 编辑：李蕊 美编/组版：李腾 校对：王秀华 今 日 运 河>>>>

本报济宁11月13日讯 (记
者 于伟 ) 13日，记者从济宁
市物价局获悉，自6日起，学校
教学设施和学生生活服务设
施，用热价格按照居民价格执
行。这也就意味着，今年供暖
季，学校的暖气费，每平方米21
元。

“学校的用热价格，一直没
有明确的政策规定，在实际执
行过程中，有的学校执行居民
用热价格，也就是2 1元/平方
米，也有执行非居民用热价格，
一般就按照28元/平方米的基
准线收取，最高收费33 . 6元/
平方米。”济宁市物价局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执行居民用
热价格的学校，是指经国家有
关部门批准，由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举
办的公办、民办学校。包括：普

通高等学校；普通高中、成人高
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普通初中、
职业初中、成人初中；普通小
学、成人小学及幼儿园、特殊教
育学校。学校教学设施和学生
生活服务设施，是指教室、图书
馆、实验室等教学设施，以及学
生食堂、宿舍等学生生活设施。

学 校 用 热 价 格 下 调 ，学
校 用 热 成 本 随 之 降 低 ，民 办
学 校 收 取 暖 气 费 是 否 会 降
低？针对此问题，济宁市物价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民 办 学
校根据其办学成本来确定收
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由
学校自行确定。

据悉，学校用热价格按照
居民价执行，自6日起已经开始
执行。供热企业要建立健全明
码标价制度，在营业场所醒目
位置公布供热价格标准，接受
消费者和物价部门监督。

暖暖气气不不热热，，可可以以打打这这些些电电话话
城区5家热力公司公布服务电话及供热范围

本报济宁11月13日讯 (记
者 晋森 康宇 ) 15日济宁
城区将正式进入供暖期。为更
好服务市民，济宁市燃热办公
布了城区5家主要热力公司的
服务电话和供热辖区范围。如
您遇到家中暖气不热等问题，
可以直接拨打相应电话反映、
咨询。

“我家的暖气片漏水怎么
办？”“我家的温度达不到规定
的温度怎么办？”在供暖初期，
都会迎来市民关于供暖问题的
咨询高峰。为了让市民更有针
对性的进行反映，济宁市燃热
办将城区5家热力公司的服务
电话和辖区范围进行公布，如

果市民家中有暖气问题，都可
以找到相应的热力企业或者片
区负责人直接反映。

另外，为了更好地解决市
民的供暖问题，今年本报继续
和济宁市燃热办、市住建委
12319服务热线联动，为市民提
供问暖服务。“为了更好地保证
供暖热线畅通，我们增加了话
务员坐席，并实行接线员24小
时值班制度。”济宁市住建委
12319热线服务中心主任李伟
忠介绍，在供暖季，市住建委要
求各家热力企业必须有专人值
守热力公司的供暖热线，一旦
出现通讯不畅通的情况，济宁
市住建委将予以通报。

学校暖气费下调7元
这个供暖期学校暖气费将由28元/平方米调整为21元/平方米

供供热热客客户户服服务务中中心心投投诉诉电电
话话：：00553377--22331166662255

供供热热管管理理一一所所：：00 55 33 77 --
22333366660022 地地址址：：红红星星小小区区
4444##楼楼南南红红星星换换热热站站
辖辖区区范范围围：：英英华华路路东东，，铁铁路路
北北，，红红星星路路南南，，洸洸府府河河西西，，红红
星星片片区区和和山山推推二二区区
供供热热一一所所所所长长 满满安安宁宁
服服务务电电话话：：1188225533772211001122

供供热热管管理理二二所所：：00 55 33 77 --
22333366661155 地地址址：：英英萃萃路路大大
众众日日报报北北邻邻蒸蒸汽汽分分配配站站
辖辖区区范范围围：：红红星星路路北北，，科科苑苑路路
东东，，金金宇宇路路南南，，含含如如意意南南片片区区
供供热热二二所所所所长长 丘丘铁铁 服服
务务电电话话：：1188225533772211000077

供供热热管管理理三三所所：：00 55 33 77 --
22333366660077 地地址址：：卫卫门门口口街街
樱樱花花园园小小区区3300##楼楼东东门门换换热热站站
辖辖区区范范围围：：建建设设路路以以西西，，另另含含
海海关关路路以以南南，，供供销销路路以以西西，，红红
星星路路以以北北区区域域
供供热热三三所所所所长长 颜颜廷廷新新
服服务务电电话话：：1188225533772211000033

供供热热管管理理四四所所：：00 55 33 77 --
22333366667755 地地址址：：科科苑苑小小区区11
##换换热热站站
辖辖区区范范围围：：建建设设路路东东，，吴吴泰泰闸闸
路路南南，，科科苑苑路路西西，，海海关关路路北北，，
含含红红星星路路北北，，供供销销路路东东，，琵琵琶琶
山山路路以以西西片片区区。。
供供热热四四所所所所长长 崔崔文文清清
服服务务电电话话：：1188225533772211001100

供供热热管管理理五五所所：：00 55 33 77 --
22339966005566 地地址址：：金金宇宇路路百百
丰丰大大厦厦南南联联片片供供热热院院内内
辖辖区区范范围围：：吴吴泰泰闸闸路路北北，，火火炬炬
路路西西，，金金宇宇路路北北所所有有片片区区
供供热热五五所所所所长长 郭郭涛涛 服服
务务电电话话：：1188225533772211000088

供供热热管管理理六六所所：：00 55 33 77 --
22331177116622 地地址址：：古古楷楷园园小小
区区刘刘庄庄花花园园站站
辖辖区区范范围围：：红红星星路路南南，，建建设设路路
东东，，英英华华路路以以西西所所有有面面积积，，含含
铁铁路路南南辖辖区区面面积积
供供热热六六所所所所长长 宋宋庆庆春春
服服务务电电话话：：1155885533776699331188

济宁市东郊热电供热范围和服务电话

小小区区换换热热站站服服务务
负负责责人人及及电电话话：：
荷荷花花佳佳苑苑、、牛牛屯屯小小
区区、、宁宁苑苑小小区区 李李
勇勇 11338800553377332299

常常利利东东区区、、常常利利西西
区区、、尹尹营营回回迁迁片片区区
韩韩毅毅1133880055337733226688

南南苑苑社社区区、、水水岸岸愉愉
园园小小区区 叶叶程程

1155005544775577777788、、杨杨勇勇
刚刚 1133880055337722889988

白白屯屯小小区区、、化化肥肥厂厂
宿宿舍舍区区 张张天天祥祥
1133115533778822776666 郭郭
延延强强1133886633771122665555

牛牛屯屯南南苑苑公公寓寓
任任城城中中医医院院 黄黄
亮亮 1133660055337744887788

济宁市北湖科技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供热范围和服务电话

11、、济济安安桥桥路路——古古槐槐
路路 段段 (( 南南 起起 红红 星星
路路————北北至至任任城城大大
道道))：：
22、、古古槐槐路路——建建设设路路
段段 (( 南南 起起 洸洸 河河
路路————北北至至任任城城大大
道道))：：
33、、建建设设路路——琵琵琶琶山山
路路段段 ((南南起起吴吴泰泰闸闸

路路————北北至至任任城城大大
道道))：：
44、、琵琵琶琶山山路路——洸洸府府
河河西西段段 ((南南起起金金宇宇
路路 —— —— 北北 至至 任任 兴兴
路路))
2244小小时时咨咨询询及及监监督督
热热线线：：22228833882288

22778811111199

运河热力公司供热范围和服务电话

““暖暖一一城城””话话务务中中心心电电话话：：
00553377——55666688006600、、00553377——
22225577337799 接接访访服服务务科科电电
话话：：00553377——22225577332277

四四和和供供热热公公司司客客服服中中心心
电电话话：：00553377——22225577332288

供供热热管管理理一一所所
所所 长长 ：：于于 惠惠 君君
((1155226633771188440022 22220000221122))

换换热热站站负负责责范范围围：：太太白白楼楼
路路以以北北，，环环城城西西路路以以东东片片
区区

供供热热管管理理二二所所
所所 长长 ：： 孙孙 晋晋
((1188775544779900885588 22220011221122))

换换热热站站负负责责范范围围：：新新华华路路
以以东东、、环环城城路路以以西西、、太太白白
楼楼路路以以北北片片区区西西

供供热热管管理理三三所所
所所 长长 ：： 魏魏 文文 洋洋
((1133110055337799335522 22220022221122))

换换热热站站负负责责范范围围：：健健康康
路路、、龙龙行行路路以以北北，，任任城城路路
以以东东片片区区

供供热热管管理理四四所所
所所 长长 ：： 胡胡 庆庆 宣宣
((1188336666772200776699 22220066221122))

换换热热站站负负责责范范围围：：太太白白楼楼
路路以以南南，，吉吉安安桥桥以以东东、、任任
城城路路、、环环城城西西路路南南沿沿以以西西
片片区区

供供热热管管理理所所五五所所
所所 长长 ：： 魏魏 东东
((1133228855330055885577 22220022221122))

换换热热站站负负责责范范围围：：龙龙行行路路
以以南南、、环环城城西西路路南南沿沿以以东东
供供热热管管理理所所六六所所
所所 长长 ：： 陈陈 腾腾
((1188775544779900885588 22220011221122))

换换热热站站负负责责范范围围：：新新华华路路
以以西西

四和供热公司供热范围和服务电话

济宁桑华热力工程有限公司

供热范围和服务电话

供供热热咨咨询询投投诉诉电电话话：：00553377——22335511663388
1133995533770022776611

运运行行部部部部长长：：贾贾新新赞赞
小小区区换换热热站站服服务务负负责责人人及及电电话话：：
11、、玉玉苑苑、、龙龙行行小小区区供供热热站站 陈陈中中
1133996633775555666688
22 、、环环 卫卫 处处 供供 热热 站站 司司 奉奉 承承
1155772266558855998866
33、、东东刘刘供供热热站站 高高继继军军 1155772266558855998855
44 、、明明 珠珠 新新 奥奥 苑苑 小小 区区 谢谢 京京 国国
113311881133222233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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