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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暂不实施居民用水阶梯水价

居居民民水水价价仍仍为为每每方方22 .. 1188元元
居民用水成本

每方达2 . 5元

本报4月29日讯（记者 梁越
张健） 近日，记者从济阳县自来水
公司了解到，居民用水水价连续5年
每方水为2 . 18元，可不断上涨的人
工、管网设备维护等费用，使得每方
水的成本价达2 . 5元，造成该公司一
直亏本经营。

据悉，2010年以前济阳县城市
居民生活用水价格为1 . 63元/立方
米（另收取10%的附加费）。2010年1

月1日起按照济阳价格发【2009】20

号文件对供水价格进行了调整，居
民生活用水价格为2 . 18元/立方米，
其中基本水价1 . 23元/立方米，水资
源费0 . 25元/立方米，污水处理费0 . 7

元/立方米，而水资源费以及污水处
理费要上交相关部门。

由此可见，2010年水价总体上
涨，可基本水价却下降。济阳县自来
水公司相关负责人称，近几年随着
人工费用、电费、管网、设备维护费
用的不断上涨，自来水成本逐渐上
升，公司一直亏本经营。

“例如老城区自来水管网1982

年铺设，运行30多年，跑冒滴漏现象
比较严重，我们每年都要花费大量
资金进行维护。”济阳县自来水公司
相关负责人称，同时为提升水质，近
年来还新上各种设备，成本确实不
断上涨。

相关负责人称，粗略计算，目前
济阳县自来水每方成本达2 . 5元，超
出基本水价1 . 27元。2014年该公司亏
损480余万元，政府补贴200万元，还
亏损280余万元。

本报4月29日讯（记者
梁越 张健） 据悉，济南市
将自5月1日起对居民用水实
施阶梯水价制度，每方水最低
达4 . 2元。不少济阳市民反映
济阳水价会不会实施阶梯水
价上涨？记者从济阳县物价局
了解到，济阳水价暂时不会上
涨，居民用水仍然是每方2 . 18
元。

“ 为 限 制 市 民 过 度 用
水，倡导节约用水，济南市5
月 1日起，将实施阶梯水价，
每方水最低 4 . 2 元，我们济
阳自来水水价会不会上涨？
以 后 使 用 自 来 水 是 否 会 有
限 制 ？”市 民 王 女 士 打 来 本
报热线询问说。

济阳县物价局相关负责
人称，近日并没有收到水价上
涨的文件，济阳暂时不会实施

阶梯水价制度，仍然按照济阳
价格发【2009】20号文件进行
收费。

文件规定城市居民生活
用水到户价格为2 . 18元/立方
米，其中基本水价为1 . 23元/
立方米，水资源费0 . 25元/立
方米，污水处理费0 . 70元/立
方米。工业、经营服务及办公
用水价格为2 . 76元/立方米，
其中基本水价为1 . 71元/立方
米，水资源费0 . 25元/立方米，
污水处理费0 . 80元/立方米。

据了解，济阳稍门平原水
库建成后，出厂水价将达到
1 . 65元/立方米，加之管道漏
损成本价将达2元 / 立方米。

（不包括自来水公司本身的
运营成本以及污水处理费、
水资源费，三者成本预计达
2元。）

本报4月29日讯（记者 张
健 梁越） 近日，记者在济阳
县自来水公司了解到，阶梯水
价现对于济阳市民价格较高，
目前“一户一表”能提高水资源
利用率，就县城当前状况而言，
只有澄波湖壹号、四建金海花
园、帝华北岸新城等新建小区
实现了一户一表。

28日上午，记者在济阳县
自来水公司了解到，阶梯水价

虽是一个大趋势，但是并不适
用于济阳目前的状况，平原水
库建设完成后，到户的水价将
相对较高。

“如果实行阶梯水价，第一
阶梯为普通阶梯，需要达到
80%的市民能够接受，按照这
样的成本核算，济阳市民很难
接受第一阶梯的价格，第二阶
梯和第三阶梯为惩罚阶梯，就
更无法制定水价了。”济阳县相

关负责人说。
为了促使居民节约用水，现

在一户一表的实施，还是非常有
效的。相对于阶梯水价制度来
说，济阳县目前提倡实行一户一
表制度，“收费到最末端”可以有
效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一户一表虽然有效，也存
在资金上的困难。”自来水公司
相关负责人称，一户一表可以
最大程度上减少水资源浪费，

但是就县城目前状况而言，只
有澄波湖壹号、四建金海花园、
帝华北岸新城等新建小区实现
了一户一表。

据了解，雅居园小区、花园
小区等老旧小区，实现一户一
表制度还是非常难，需要大量
的资金投入，对供水管网实施
统一建设规划，将水表统一管
理，才能最大限度发挥“一户一
表”节水作用。

“一户一表”实现有难度

县县城城仅仅几几个个新新建建小小区区已已配配备备

▲济北水厂水质处理车
间。 赵路 提供

2012年二百货路口维
修管道。 赵路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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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县医院普外科主任李增德，专注外科临床23年

李增德，济阳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普外科主任，济南
市医学会普外科专业委员会委
员。1990年于滨州医学院临床
医学专业毕业，23年来他一直
从事外科临床工作。无影灯下，
他用双手把生命的时间线延
长。

名院名医

文/片 本报通讯员 杜秀香
本报记者 杨擎

十几年前便开始改良普外领域技术

李增德

外科，是一个没有硝烟的
战场，一场场手术，一次次急
救，李增德无数次与死神搏
斗。

1 9 9 8年，李增德在省立
医院进修普外科专业，从此
开始了在肝胆、两腺、胃肠等

普外科领域的大步向前。第
二年，进修归来的李增德率
先在济阳县开展了低位直肠
癌保肛术，乳腺癌改良根治
术。

众所周知，传统的直肠
癌手术需要人工造瘘，给患

者带来生活上的极大不便，
心理上更是要忍受难言的伤
痛。低位直肠癌保肛术的开
展保证了患者身体的相对完
整，提高了生活质量，减轻了
心理负担，增加了患者生活
的信心。

同时，乳腺癌改良根治术
更是保证了患者身体外形上
的美观，增加了患肢功能。据
了解，此两项技术的开展，受
到患者和家属好评，也为李增
德在普外科前进的道路上增
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手术台上的他在与时间赛跑

2011年，新阳煤矿一名急
诊病人在120救护车急促的呼
啸声中被送到普外 科 病 房 。

“当时病人腹腔大出血，生命
指征微弱到几乎测不到，家
人纠结于是否转送病人去济
南。”济阳县医院相关负责人
说，生死一线间，时间就是生
命，李增德当机立断，病人被
送进手术室。

据了解，手术几个小时过

去了，患者家人几乎失去了希
望。手术室的门打开了，李增德
疲惫地走出手术室，病人转危
为安。病人的领导和家人无法
用语言表达内心的敬佩和感
激，其领导当即拍板，从此与县
医院签订急救协议，并邀请李
增德等人去新阳煤矿参观。

2012年8月，一名因交通事
故导致肝破裂、失血量5000余
毫升的病人被送进县医院救

治。当时，病人已经失血性休
克，生命危在旦夕，医院为病人
开通“生命绿色通道”，CT检查
后被送往手术室。

李增德临危受命，为病
人主刀手术。无影灯下的三
个多小时，每一分，都在与死
神竞争 ;每一秒，都在与时间
赛跑。手术 7 2小时后病人肝
功能指标逐渐恢复正常，无
并发症发生，李增德又一次

战胜了死神。
据悉，类似的事例经常发

生，但你若问起某一个被李增
德抢救过的病人，他却不一定
记得。因为，李增德每天一趟趟
往返于病房和手术室，早已记
不清做过了多少台手术，救治
了多少危重病人，别人眼中的
惊心动魄，于他早已是寻常，不
寻常的是他心中救死扶伤的执
着和信念。

开展微创手术已成功50余例

2009年，县医院新院搬迁，
李增德调任普外科主任，也迎
来他事业上的春天。几年来，他
敢为人先，带领着普外科先后
开展了胰、十二指肠全位切除
术、左肝叶切除术等较大手术，
其技术达到了省市级水平。

在此期间，李增德还在各
种国家级、省级期刊发表论文
十余篇，参与市级科研项目2
项，分别获得厅级科学技术二、
三等奖。这些枯燥的数字似乎

不足以表达李增德在普外科几
十年来的工作和成绩。

2012年，李增德又带领着
普外科率先开展了腹腔镜下胆
囊切除、阑尾切除等微创手术，
目前为止，已经开展50余例，因
创伤小、恢复快、费用低受到病
人和家属的一致好评和赞扬。

博学而后成医，厚德而后为
医，提起以前的成绩，李增德很
是淡然，他说他只是站在无影灯
下守卫生命的医者和卫士。 李增德与普外科成员研究患者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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