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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暖气气不不稳稳定定，，早早晚晚只只有有十十来来度度
供热单位：将优化管网，提供更多热量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张
帅） 本周，家住工商银行家属
楼的多位居民通过“问暖热线”
向本报反映，工行家属楼供暖
多年来，居民家中的暖气温度
一直不稳定，他们希望供暖部
门能够彻底解决问题。近日，记
者走访了工行家属院，对相关
情况进行了了解。

记 者 来 到 居 民 郭 大 爷 家
中。据郭大爷说，工行家属楼早
前靠单位烧锅炉取暖，后来因
为污染大，锅炉被取缔了。“我
们从 2 0 0 0 年左右开始集体供
暖，可效果一直不算好，甚至一
年不如一年。”

“如果外边天气好的话，屋
里能有个十五六度，但是不稳
定，早晚只有11度左右。”郭大
爷告诉记者，有时半夜里他会
起床摸摸暖气片，感觉只有管
子热乎，暖气片几乎不热。

“前些年供暖时，我们这片
有个加压站，那时温度能够在
18度左右，我们很满意，但不知
为啥，后来加压站被拆了，温度
也随之下来了。”郭大爷说，由
于管道布局不太合理，热电中心
曾在2012年对家属楼附近的管道
进行过重新铺设，不过作用并不
明显。

工商银行家属楼位于经十西
路与中川街交会处的华新社区
内，附近还有其他多家单位的家
属楼，目前基本都已开通暖气。据
记者了解，社区内多数用户的供
暖效果良好，但工行家属楼内的
温度却一直不达标。

工行家属楼居住着近60户
居民，其中一楼、二楼以退休人
员为主，多数身体不好。“我和
老伴都7 0岁了，冬天最冷的时
候，除了多穿衣服，多盖被子，
有时还要开着空调。”记者在采
访时发现，郭大爷家里近150平
米的面积，安装了6组暖气片，
除1组温度略高外，其余5组效

果并不算好。
“年龄大了，实在是受不了

冻，我们找了热电中心很多次了，
希望能彻底解决暖气不热问题。”
郭大爷告诉记者，热电中心的工
作人员来过家里几次，但都没能
解决问题。

“热电中心知道我们家属楼
的供暖效果一直不好，所以近几
年，他们都是按正常采暖费的
70%向我们收费。”据郭大爷介
绍，正常情况下，他家应交2800块
钱的采暖费，这些年，他所交的费
用都低于这个数。“我们用户的目
的不是为了少交钱，而是希望暖
气能够热乎，只要暖和，我们哪怕
多交钱也情愿。”

本报讯（记者 张帅）“我
们这里的管道裂了！……”长清区
一家单位的报修电话刚挂上，保
修地点很快就出现了“涌泉服务
队”的抢修员；除夕夜，震耳的鞭
炮声里，是他们在清河小区挖开
一处爆管的路面，紧急抢修，不耽
误市民早晨下饺子……在长清
区，自来水服务中心的“涌泉服务
队”，已经成了一个响当当的品
牌。

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涌
泉”志愿者。在涌泉企业文化建设
中 ,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在全
省同行业中率先推出了“112345”
服务举措。确定一个“感恩”服务
月，组织系列“感恩”服务活动。将
每年的11月份定为企业的感恩服
务月，第四周的星期四为企业的
感恩节，精心组织策划系列服务
活动，通过多种便民、利民、惠民
服务，感恩社会，感恩客户，感恩
职工……弘扬“感恩”服务品牌，
彰显中心的社会责任形象。他们
去年成立了一支“感恩”服务队，
自愿开展日常帮困解难服务。

“感恩”服务队由中心团支部
组织，团员和青年职工自愿参加，
明确服务项目，印发服务名片（注
明联系人、联系电话和服务特
长），业余时间随时应邀上门为客
户服务。开通客服中心热线服务
通道和报装接水绿色通道。

知恩感恩的涌泉服务队，重
点关注三类客户群众，开展“三
V”矩阵式服务。一是VDP：社会
上的困难群体，如孤寡老人、残疾
人、特困职工等，实施上门服务，
进行服务救助。二是VCP：为社会
做出突出贡献的群体，如学者、劳
模、老革命、老军人、军烈属等，实
施上门定人服务，进行定期联系
服务。三是VIP：重要的大客户，
如用水大户、重要的行业和部门
客户、招商引资客户，进行跟踪服
务，上门办理各类用水业务，指导
科学节约用水。

据悉，这支涌泉抢修服务队
向社会作出的承诺是:无特殊情况,

大修不超24小时,中修不超8小时,小
修不超4小时。他们是这样承诺的，
也是这样做的。每天他们都身穿海
蓝色的抢修服，穿行在供水用户之
间，哪里有用水故障，只要拨打涌
泉热线，涌泉队员们就会立即上
门为客户排忧解难。

“涌泉服务队”

创出响当当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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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永利 2014年12月30日

30日上午，长清区老年大学
2014年期末教学成果展演在老年
大学东礼堂举行。区老年大学本
学期在办好主课的同时，注重开
办特色班，目前已开办了二胡、电
子琴、计算机等特色班，提高了老
年学员的参学热情。

本报记者 张帅 摄

载歌载舞迎元旦

郭大爷家卧室里的两组暖气片都不热乎。 本报记者 张帅 摄

合合同同已已签签半半年年 家家里里仍仍未未通通气气
燃气公司：居民家壁挂炉与管道间距过长，不符合规定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张帅）“6月份签的合同，并交
齐全款，可过去半年了，我们这
片仍然没给送上燃气。”家住龙
泉街石磷小学家属院的多位居
民向本报反映，由于燃气公司
送气不及时，他们今年又得熬
过一个“寒冬”。

近日，记者来到了石磷小
学家属院，对居民所反映的问
题进行了采访。据居民介绍，石
磷小学家属院建成于2000年左
右，住户都是石磷小学在职或
者已退休的教师。由于离城区
较远，多年来这片区域一直没
有开通供暖。

今年上半年，石磷小学与
燃气公司经过协商达成协议，
将在下半年为家属院接通燃
气，从而解决居民多年的做饭
和取暖难题。

“住户与燃气公司在今年6
月签订了合同，并通过学校将
8900元的初装费全部交给了燃
气公司。”居民王先生告诉记
者，双方签署的合同中明确规
定，在交费后的三个月内，燃气
公司保证将为用户开通燃气，
但半年过去了，直到现在，家属
院的84户居民仍未通上燃气。

“不要说通燃气了，就是输
气管道也是最近才安装完毕
的，和合同中规定的期限相差
太远了。”记者在家属院看到，
两栋楼房外黄色的输气管道目
前都已入户安装完成，但还未

投入使用。
记者随后来到了一位居民

家中。记者看到，居民家中的壁
挂炉和暖气片也已安装完成，
其中壁挂炉是统一在燃气公司
购买的。由于还没开通燃气，居
民家里的炉子和暖气片依然整
洁如新。

“在6月份签完合同后，我
们这片可高兴了，以后终于不
用继续挨冻了，可没想到是空
欢喜一场。”让家属院居民感到
更无奈的是，因为安装了壁挂
炉，许多居民将家中以往烧的
炭炉子都拆除了，今冬的采暖
更是难题了。“本想过一个‘暖
冬’，谁知又遇‘寒冬’了。”

“许多比我们晚签合同，晚
交钱的社区现在都已通上燃气
了，为啥我们这儿还一直没消
息？”石磷小学家属院的居民表
示，目前燃气公司还没有给他
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何时用上
燃气，居民只能再等等看。

记者随后就此事采访了燃
气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目前
石磷小学家属院部分用户家中
的壁挂炉与燃气管道之间的安
装距离过大，超出了相关规定，
不符合送气标准。”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如果在安装间距过长
的情况下接通燃气，会存在安
全隐患。“我们现在正在对不符
合规定的用户进行整改，在元
旦之前，会为已经达标的用户
开通燃气。”

提示：在供暖期间,如果您
家中遇到了供暖难题 ,可以通
过本报《今日长清》开通的“问
暖热线”15706411177(周一至周

五 9:00—17:00)告诉我们 ,我
们将问题反映给相关部门 ,争
取早日解决居民的供暖烦心
事。

居民家中安装的壁挂炉（燃气）。 本报记者 张帅 摄

记者将用户的问题反
映给了热电中心。工作人
员表示，片区维护人员经
过检测，未发现入口管道
堵塞现象。工行家属院内
的供热管网经该家属院住
户自行改造后，供热效果
有了较大改善，但由于其内
部管网设置不合理，目前一
楼仍有几户供热效果不佳。

“针对这种情况，热电中心
将在对院内管网进行优化

的同时，对主管道远端进
行供热流量再平衡，争取
再压缩出部分余量向该家
属院倾斜，以提升供热效
果。”工作人员说。

记者将热电中心的答
复第一时间告诉了工行家
属院的居民。部分居民表
示，之前热电中心也给过他
们相似的答复，但问题仍然
存在，希望这次能够真正落
到实处。

热电中心：

争取更多余热提升供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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