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潍坊8月26日讯(记者
王琳 ) 26日记者从潍坊物

价局网站上了解到，潍坊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定于8月28日
上午召开调整潍坊城区居民供
热价格听证会。目前听证会方
案已经出炉：居民生活采暖用
蒸汽价格由每平米25 . 6元降至
2 3元（按房产证建筑面积计
算）。

目前潍坊市城区现行供热
价格是2008年制定的，分为居
民生活采暖用热（蒸汽）和非居
民用热（蒸汽）两类。居民采暖
用热（蒸汽）实行政府定价，价

格标准为每平米25 . 6元。低保
户家庭则为每平米21 . 6元，差
价部分由财政承担解决。非居
民用热（蒸汽）实行政府指导
价，供需双方在中准价上下
10%的幅度内协商确定销售
价格，报市物价局备案后执
行。中准价格标准为每平米
31 . 2元。

目前，潍坊市城区供热
体制分为热源生产、热力输
送、终端销售三个环节，共有
1 3家供热企业。考虑到供热
成本监审的连续性和供热体
制现状，此次物价部门商同

市 政 局 选 定 了 三 条 供 热 主
线 、共 7 家 供 热 企 业 ，对 其
2012－2014年供热情况进行
了成本监审，核算确定潍坊
市城区居民用热终端销售成
本价格为23元/㎡。

此次价格调整对两类供
热价格都做出了调整，具体
调整情况如下：居民采暖用
热（蒸汽）继续实行政府定价,
价格标准为：出厂价格保持
1 3 1元/吨；终端销售价格由
168元/吨调整为158元/吨，
换算后也就是从每平米25 . 6
元降至23元。非居民用热（蒸

汽）继续实行政府指导价。供
需双方在中准价上下10%的
幅度内协商确定销售价格，
报市物价局备案后执行。中
准价格标准为：中准出厂价
格由168元/吨调整为156元/
吨；中准销售价格由2 1 0元/
吨调整为1 8 7元/吨，换算后
为由每平米 3 1 . 2 元调整为
28 . 3元。

此外，市区集中供热范围
内的低保户家庭采暖价格标准
也有调整，由每平米21 . 6元调
整为每平米19元，差价部分由
同级财政承担。

2014年，莱芜决定将每平米
取暖费用下调2元，按建筑面积每
平米22元收取。据莱芜市物价局
介绍，除煤炭价格下跌，政府增加
补贴也是价格下降的原因之一。

物价部门当时表示，即使煤
炭价格逐年下降 ,供热成本仍远
远高于现行收费标准。2014年，在
有关部门进行严格测算的基础
上 ,莱芜政府决定对供暖价格加
大补贴力度，除此之外也要求企
业进行内部挖潜，提高效率进行
弥补。调整后,莱芜市供暖价格在
全省处于中下游水平。

政府的补贴随着成本价格的
涨跌而变化。莱芜市物价局工作
人员分析，以2011-2012年的供暖
季为例，当时的煤炭涨到了最高
点，每吨价格高达1000多元，而市
民的供暖费用没有上涨，那年的
财政补贴高达2000多万元。

本报记者 陈静

政府增加补贴

莱芜每平降两块

据了解，制定供暖价格的权
限已经下放到各县市，而收费标
准、供暖期限也都不一样。

据山东省物价局数据显示，
济南市居民供暖价格为每平米
26 . 7元（套内建筑面积），供暖期
为120天，而青岛为每平米30 . 4元

（使用面积），供暖期为141天。潍
坊为每平米25 . 6元（房产证建筑
面积），供暖期为120天。综合供暖
时间、面积计算标准比较，潍坊市
供暖价格在以上三者中最贵。

本报记者 孟敏

收费标准

各市都不一样

今今冬冬潍潍坊坊居居民民取取暖暖费费拟拟降降两两块块六六
经核算取暖成本降低，将于明日召开听证会

近两年由于煤炭的价格一直
在下降，但济南的供暖费依然维
持在每平方米26 . 7元，没有随煤
炭价格进行下调。这让不少市民
非常不满。市民李先生表示，物价
部门对热企的成本应该更加透
明，给市民一个明白账。

“取暖价格涨的时候，说是煤
炭价格上涨的原因，现在煤炭价
格低了，又说其他成本上升。”部
分市民表示，虽然热企的其他供
暖成本也在上升，“但是煤炭费用
还是占了热企费用的很大一部
分，煤炭价格的走低确实让热企
的成本有了很大的减少。”

李先生认为，虽然热企近两
年工程投资较大，“而且报停费也
不让收了，供暖温度也提升了。”
那么煤价降低带来的成本减少的
那一部分，有没有抵得上近两年
关于环保、改善服务新增的支出，
这是市民很关心的。

“物价部门应该对热企的成
本进行一次透明、彻底的核定，给
市民一个明白账。”如果确实热企
成本下降了，那就理应调低供暖
价格。“如果其他成本上升，热企
亏损巨大，不能调低价格，也得让
市民明明白白。”李先生说。

同时也有市民表示，要打消
市民对暖价的疑惑，供暖企业需
使计算成本的方式进一步透明和
合理。同时应该尽可能地提高生
产效率，从热企内部挖掘减少成
本的潜力。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孟敏

希望热企成本

更公正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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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5500大卡煤炭价格走势图，煤炭价格（单位为元/吨）在2011年后一路下跌，在2015年达到

最低点。背景图为济南某供热企业正在从火车上卸煤。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资料片）

煤煤价价大大降降，，多多地地取取暖暖费费不不降降
热企表示仍面临巨亏，下调空间不大

自2011年来，作为取暖燃料，我国煤炭价格连续下降，而取暖价格却未能出现相应变化。在省
内，除潍坊外，其他地区目前大多尚未表示要降低取暖费用。

济青等地都没动静

26日记者获悉，目前济南
市物价局正在对供热企业做
成本监审，至少在一周后才能
完成。如果供暖价格调整，济
南物价部门会统一发布消息。

记者从济南各大热企获悉，
今年供暖费按照什么标准征收，
以及什么时候缴纳，“市民还要
等通知”。今年的供暖费价格是
不是会出现调整，各热企均表
示，“还没有接到相关的通知。”
如果物价部门对热费进行调整，
济南各大热企也会按照新的收
费标准来收费。

据记者了解，目前济南市
现行的居民集中供热价格为
每平方米26 . 7元，这个价格是
2008年11月制定的。“如果目
前没有新的收费政策出来，今
年仍要按照这个标准来收取
供暖费。”济南市一热企负责
人告诉记者。

而泰安物价局表示目前
城区采暖价格没有改变，仍是
25 . 2元一平米。除此之外，济
宁、聊城、枣庄、青岛等地均没
有调整供暖费用的通知。

煤热联动4年仍空转

其实，我省实行的一直是
煤热联动的定价机制。26日山
东省物价局表示，目前我省实
行煤热联动意见，即在煤炭价
格不断下跌的情况下，将实现
供暖费和煤炭价格的联动，供
暖费也随之下调。但鉴于供热
企业持续亏损，由各市县政府
财政补贴，而各市县财政实力
不同，我省调整供热价格的权
限早已下放到各市县。

国家发改委2005年发布
《关于建立煤热价格联动机制
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热价调
节与煤价联动。热价分热力出
厂价、管网输送价和销售价。
按照“煤热联动意见”，在不少
于一年的联动周期内，当煤炭
到厂价格变化超过10%后，物
价部门应调整热力出厂价，并
相应调整热力销售价格。

不过，该规定出台1 0年
来，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多数
城市处于“空转”。即便如今煤
炭价格持续走低，也鲜有政府
部门“降价”声音传出。对于

“煤降热不降”的现象，济南市
物价部门回应，制定供热、供
水、供气等价格时，依据的成
本是上一年度企业年平均成
本或前三年度的平均成本，而
不是当年某一点的煤炭最高
价或最低价。

除煤价，其他成本都升

尽管煤价走低，但热企纷
纷表示这没有改变他们亏损
的现状。

济南一供热行业人士表
示，供热企业主要有两大块支
出，一部分为日常运营支出，
另一部分为大型工程支出。

“在供热企业内的日常运营成
本中，购买的煤炭花费会占到
运营成本的7成左右，其他成
本为水、人工等费用。”但是，
大的工程支出也在增加，包括
新建热源厂、汽改水投建。济
南市物价局则表示，总的来
说，煤炭成本只占到50%。

2008年11月，当时省城各
热 企 每 平 方 米 供 热 成 本 为
31 . 63元，热企每平方实际亏
损4 . 93元。“同时，热企的累积
亏损都比较高，这些都要靠政
府的补贴。而且政府的补贴也
并不是全补，很大一部分亏损
要靠热企自行消化。”

一家泰安热企也表示，5
年时间内，各种成本均在上
涨，企业一直出现政策性亏
损。2013年与2008年相比，企
业 的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提 高 了
112%，水价、电价分别提高了
约10%，环保支出增长了4倍以

上，财务支出增长了1 4倍以
上。经测算，以上各项成本增
加，致使供热成本上升9 . 52元
/平方米。这些非煤炭成本因
素的上升，超过了煤炭价格降
低对热价的影响。

环保投入拉高成本

热企表示，除了其他常规
成本的上升，近年来的一些新
规定也造成了取暖成本的居
高不下。“随着治理雾霾力度
不断加大，供暖环保改造投入
及运行费用相应上升。”济南
市物价部门价格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近年来，供暖企业
加大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增加
了供暖成本，因此供暖价格一
直没有下降。

“近年来各大热源厂上马
大规模环保工程，同时引进高
新项目，促进清洁生产。这些
项目的投资都很大。”虽然部
分工程会有配套收入，但主要
还是靠贷款，也要热企消化。

同时，近年来政府要求热
企增加供暖温度也造成了成
本上涨。泰安一热企表示，要
求室内温度不低于18℃的规
定，使得热企提高了供热质
量，导致供热能耗增加11%以
上。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孟敏 王世腾 实习生 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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