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了解，新源热力公
司供热范围分为供热西
区与供热东区，供热西区
包括张庄小区换热站、经
纬家园换热站、区建委小
区换热站、齿轮厂南区换
热站、刨花板宿舍换热
站、北苑新邸换热站、金
卉小区换热站、金卉名居
换热站、西长南换热站、
西长东换热站、诚泰防腐
换热站、尚城国际换热
站、美联花园换热站、皇
明小区换热站、北极海换
热站、温馨家园换热站，供
热东区包括区福利中心

换热站、东海现代城换热
站、东长庄园换热站、博汇
东区换热站、乾城换热站、
经济适用房换热站、贾庄
换热站、新四合换热站、翟
时东区换热站、翟时西区
换热站、三和竹园换热站、
东北五金城换热站、德州
学院北换热站、德州学院
南换热站、职业学院换热
站、双馨苑换热站。

截至13日下午四点，
一网供水温度58℃、压力
1 . 04公斤，回水48℃、压力
3 . 3公斤。已送热换热站有
27个，未送热的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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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热力公司已经点炉开始送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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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河县城区

提前五天供暖

本报11月13日讯 (记者 徐
良 ) “房子延期交了两个月，现
在还有一些工程没完成，再加上
入住率较低，不知道今冬能不能
供暖。”家住金湖湾小区的张女士
称，取暖费已交但担心无法供暖。
记者了解到，15日金湖湾小区可
以供暖，但入住率低，不能保证18

度的室温。
“前几天还在铺管道，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干完，物业也不能保
障今冬能不能供暖。”张女士称，
取暖费已经交了，但小区的入住
率太低，“我是6号楼的，在小区里
属于入住率最低的，担心今冬供
不上暖”。

13日下午，记者联系到负责
该小区供暖的德州市热力公司，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热力公司已
与开发商签订了供热合同，15日
可以为该小区供热。“入住率在
50%以下的小区都无法保证18度
的室内温度。”该工作人员称，该
小区入住率不及30%，有可能室
温达不到相应标准。

本报11月13日讯 (记者 贺
莹莹) 11月10日零时起，齐河县
城区集中供暖工作正式启动，比
原定计划提前5天。

据了解，为让更多居民度过
一个温暖的冬季，今年，齐河县继
续实施供暖扩容改造工程，新铺
设主管线2000余米，支管网4000余
米，建设换热站9个，新增供热面积
60万平方米，使全县的集中供热面
积达到420万平方米。

为改善供热质量，齐河县提
早行动，强化监管，从11月5日开
始对供热主管网注水，8日、9日完
成试水调压，11月10日零时起，城
区开始试供热。供暖期间，齐河县
公用事业管理局将随时关注居民
用热动态，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
解决，同时督促各供热企业加强
服务，保证供热效果，让城区居民
过上一个暖冬。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贺
莹莹) 13日，记者了解到，目前
德城区、运河经济开发区主管
网预热基本结束，经济技术开
发区已经点炉，正往支管网送
蒸汽。目前，大多数换热站逐步
运转，工人正对小区内的暖气
控制阀门做最后检查。据悉，按
照供热部门的安排，今冬明春
供暖季为11月15日到明年3月15
日，15日凌晨正式集中供暖，按
规定，家中温度需达到18℃。

13日上午，记者在贾庄社
区换热站了看到，新源热力的
工作人员正在系统上调节温
度，“贾庄社区是去年建成的，
老的换热站在调节温度的时候
需要拧阀门，但是新换热站只
需在系统上调节就可控制温
度。”工作人员称，这个换热站
是直管站，前天就已经开了阀
门，目前居民家里已经热了。

上午10点左右，在乾城社区
换热站，热力公司的工作人员

与物业人员正在开启换热站阀
门，工作人员看着压力表与温
度表，随时调节阀门，“压力大了
对管子会造成破坏，压力小了
居民家里不热，所以调节阀门
很重要。”据乾城物业工作人员
称，这个换热站的供热面积达
到了15万平方米，除了对乾城社
区供热，还对其周边的学校医
院供热，所以这个换热站一共
有三个机组，分为暖气片供热
和地暖供热。在金卉小区，工作

人员正在进行开启阀门的准备
前工作，对补水箱进行补水，今
年金卉小区换热站承载着1000
余户居民的供热工作。

据了解，经过注水、打压、升
温、补水、二级站打开等各项工
作，主管网已经具备供热条件，
目前已经进入供暖热运行阶
段，对设备设施、管道进行磨合，
以便在供暖前发现可能存在的
问题并提前处理。确保15日凌晨
居民家中达到18℃的供热标准。

据了解，德州市热
力公司分为铁西供热
区、市南供热区、河东
供热区、市中供热区、
市北供热区、天衢供热
区六大片区，铁西供热
区包括古运新城中心
站、阳光9 9中心站、铁
路中心站，市南供热区
包括新华印刷厂中心
站、华腾中心站、南苑
花城中心站，河东供热
区包括军分区干休所
中心站、高速中心站、
东七邮电中心站、市福
利中心站，市中供热区

包括二中中心站、物探
中心站、中原中心站、
市北供热区包括农业
局中心站、居星苑中心
站、天衢供热区包括中
行中心站、武装部中心
站。

截至 1 3日下午四
点，一网供水温度61℃、
压力11公斤，回水温度
42 . 8℃、压力4 . 3公斤。二
网216个换热站完成补
水试压，剩余6个换热站
未补水(其中4个今年不
用，两个正在调试)，其中
161个换热站已送热。

德州市热力公司 新源热力公司

据了解，凯元热电供
热范围为袁桥以西、开发
区东风路以北、岔河以东、
开发区北外环以南。供热
小区有嘉诚东郡、金色雅
园、皇明公寓、小温庄社
区、电动车市场、众望家
园、李相庄社区、发改委小
区、小辛庄小区、付庄、前
董、艾家坊社区、工商地税
小区、墅香苑小区。

13日，记者在现场看

到，凯元热电的炉子已经
点起来，运送带正在向锅
炉传送煤，总储煤量达到
了 一 万 五 千 吨 ，根 据
APEC会议保障空气质量
要求，今年推迟了点炉时
间。截至下午四点供水温
度23 . 9℃、压力4 . 4公斤，
回水温度21℃、压力0 . 88

公斤；正在为主管线送蒸
汽，14日中午辖区内居民
家中就可感受到热乎气。

凯元热电公司

恒源热力公司的供
热范围分为东方红路以
北和东方红路以南，以
北包括兆光商贸城、嘉
诚尚东、东城国际、刘
集、簸箕刘、苗庄、美邻
美郡、中建华府、国税小
区、新城家园、虹桥、董
子文化街、宋官屯等18

个小区，以南包括中茂
家园、天玉铭城、湘江小

区、聚福园、凯元山庄、
新城市花园、小申新村
等16个小区。

截至下午四点，恒
源热力辖区内的小区正
在进行管网补水；凯元
热电正在逐步向该辖区
小区输送低温水，供水
温度24℃、压力4公斤，
回水温度21℃、压力0 . 9

公斤。

恒源热力公司

华鲁恒升热电公司供热小
区有邮电三分局、天达公司、长
宏、永盛家园、痔瘘医院、南龙国
际、五环体育馆、中心站农行、市
政公司等，形式分为自管站和物

业代管。
截至下午四点，一网供水温

度63℃，回水46℃、压力5 . 8公
斤。171个换热站中有86个已经
送热。

高铁新区热力公司今年
首年供热，主管网供热能力达
到 6 0 0万平方米，覆盖了岔河
以东、减河以西部分区域和减
河 以 东 、京 沪 高 铁 以 西 的 区
域，包括龙元世纪换热站、齐
庄新村换热站、华腾御城换热

站、鑫星国际换热站。截至 1 3

日 下 午 四 点 ，一 网 供 水 温 度
57℃，回水温度45℃、压力7 . 5

公斤。龙元世纪正在进行站内
设备调试，齐庄、华腾御城已开
始送热。二网供水温度56℃、回
水温度39℃。

本报记者 贺莹莹

高铁新区热力公司

华鲁恒升热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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