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1月9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刘晓 美编：汪星

C02-C03

挂 失

滕川丢失就业失业登记证号码
为370302198310242515声明作废。

陶丽西丢失中国财富陶瓷城租
赁保证金、电表押金、水电周转金收
据壹张 票据号：6760039；丢失中国
财富陶瓷城租赁保证金、水电周转
金收据壹张，单据号：1004447；丢失
中国财富陶瓷城电表押金收据壹
张，单据号：1004457。声明作废！

临临淄淄博博山山热热了了，，中中心心城城区区啥啥时时热热
市民盼“看天供暖”真正落实，预热期也能让暖气片热起来

8日，记者梳理近几日来
的供暖热线发现，咨询最多的
就是现在天这么冷，中心城区
能否提前供暖。

家住张店道庄小区的居
民贾先生打来电话反映，连日
的降雨让家里没有一点热度，

“外面多么冷家里就多么冷，
年轻的还没事，要是家里有年
纪较大的，肯定受不了。”贾先
生说。

而家住张店联通路的霍
先生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家
里到现在也没有供暖，天冷只
能让80多岁的母亲在家穿羽
绒服。为了晚上睡觉能暖和
点，还特意购买了电暖风。“没
办法啊，家里没有空调，老人
上了年纪身体不好，只能自己
想办法。”霍先生说。

气象部门监测显示，受降
雨影响，8日的最低温已经下
降到了1℃，中午的时候气温
也仅仅在3℃左右。不少市民
只能选择开空调或者购买电
热毯、电暖风等度过这几天。

“眼看冬天慢慢的就来了，气
温说降就降得很快，临淄、博
山都热了，为何张店还不热？”
市民刘先生说。

气温降至冰点

市民盼提前供暖

连日的降雨，让淄博
的 气 温 再 次 降 到 了“ 冰
点”。不过，与气温一样的，
还有淄博中心城区居民家
里的暖气片，也是冷冰冰
的。“天这么冷了，供热企
业就不能提前供暖吗？”很
多市民在等待家中暖气提
前热起来的那一刻，但目
前来看，仍还要“等通知”。

本报记者 刘晓

家住张店道庄小区的张女士只能在家穿着厚衣服、盖着被子做家务。 本报见习记者 李洋 摄

供热企业已开始调试，“通知到”可提前供暖

记者从中心城区多家供热
公司了解到，锅炉陆续开始烘
炉，换热器、发电机组等设备检
修完毕，今冬供暖工作已准备
就绪，随时准备转入正常供暖。

“但目前没接到提前供暖通知。”
8日，各供热公司已进入热

态调试运行阶段，“热态调试就
是从供热企业出来的蒸汽或者
高温水进入二级管网输送到二

级换热站，在一二级管网中进
行热循环，等到15日正式供暖后
才会正式流入千家万户。”淄博
环保供热公司工作人员介绍。

同时，工作人员也提醒，开
始热调试也不会所有小区一下
子就都热起来，这是个循序渐
进的过程。“对于市民最近反映
的能否提前供暖的问题，我们
现在也只能等相关部门的供暖

通知，只要通知一到，我们会立
即进行提前供暖。”工作人员说。

而不少市民觉得，看天供
暖,除了天冷时提前供暖,还贯穿
于整个供暖期内根据天气状况,

调节燃煤使用量,让民众既不挨
冷受冻,也不用热得开窗。“具体
的实施还要具体法规出台，真
正满足供热需求的同时，也能
节能环保。”业内人士分析指出。

如何“看天供暖”,急需细则出台
根据去年3月出台的《山

东省供热条例》规定，“设区的
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确定
当地采暖供热期，明确供热期
起止日期，向社会公布，并根
据气象情况适时调整供热期
限。”但什么样的气象情况下
才调整供热时间却并没有具
体的细则。

而11月2日，市公用事业局

也下发了《关于继续实行供热预
热期制度的通知》，“各供热企业
要与气象部门建立协作机制，共
享气象信息，并充分利用其指导
供热运行调节，实现供热‘既达
标、又节能’。供热主管部门要密
切联系气象部门，及时掌握气象
变化，遇有大范围寒潮、极端低
温天气等情况，立即启动供热。”

《通知》中规定。但对于气温多低

属于极端低温天气、多大范围寒
潮属于大范围寒潮却并没有具
体细则。

“看天供暖存在一定的难
处，但不应让难处‘危害到’老
百姓。重要的是,要将看天供暖
制度进一步细化 ,并制定详细
的标准 ,让今后的看天供暖都
有依据。”山东理工大学社会
学教授牛喜霞说。

雨雨去去冬冬来来早早 冷冷深深晴晴可可待待
未来一周气温较低，雾霾将交替出现，市民需做好防范

本报11月8日讯(记者 刘晓)

持续了三天的降水虽然让气
温下降了不少，但不少市民却觉
得下的正是时候。除了能够缓解
当前的旱情，对前期持续的雾霾
天气也是一种净化。昨天是立
冬，预示着冬天真正到来，气温
将持续走低，市民需注意防范。

据市水文局统计，5日13时-8

日8时，淄博平均降雨量为38毫
米。截至目前，全市今年累计降
水528毫米，比历年同期偏少17%，
比去年同期偏多44%。

“5日傍晚开始，淄博出现入
秋以来首场明显降雨天气。气象
部门在全市范围组织开展了人
工增雨作业，增雨效果明显。自

从2013年8月份以来，淄博市降水
明显偏少。连续的干旱致使淄博
市土壤墒情持续下降，特别是今
年11月份后，森林防火形势更为
严重，全市水库库容较历史同期
偏少，旱情对工农业生产和居民
用水造成了不利影响。”市气象
局工作人员介绍。

此次降雨量大，全市普降中
到大雨，为今年入秋以来最大过
程雨量。这场秋雨明显改善了土
壤墒情，对冬小麦生产发育有
利。同时，有利于森林防火、改善
空气质量、涵养地下水源。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
最高温在15℃左右，气温较低。未
来具体天气情况如下：9日，晴，北

风3到4级，气温1～14℃；10日，晴
转多云，北风2到3级，气温2～
14℃；11日，多云，东北风2到3级，

气温2～12℃；12日，阴，北风2到3

级，气温4～9℃；13日，阴转多云，
东北风2到3级，气温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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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部门公布供热

成本监审结果

本报11月8日讯 (记者 刘晓)

近日，淄博市物价局在其官网上公
布了对淄博热力有限公司、淄博市
环保供热有限公司近三个供热年
度(2012年7月至2015年6月)中心城
区集中供热成本的监审报告，市民
可以到物价局网站查看。

据监审成本报告显示，近三个
供热年度平均利润总额淄博热力
有限公司为-2856万元，淄博市环
保供热有限公司为-486 . 6万元。两
家热电公司2012-2014年蒸汽销售
总量为29,745,771 . 09吉焦，账面蒸
汽总成本1,517,801,164 . 40元，核定
蒸汽总成本1,427,465,556 . 92元，净
核减蒸汽成本90,335,607 . 47元。

本报告是根据山东启新有限
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由淄博
热电集团有限公司和华电淄博热
电有限公司2家公司提供的相关资
料作出的，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
由中介机构及被监审单位负责。本
监审机构及参加本次监审的工作
人员、中介机构人员与被监审单位
无任何利害关系。

本报11月8日讯(记者 唐
菁 通讯员 杨春来) 8日，
淄博各供热企业已正式开始热
态试运行。记者从淄博环保供
热有限公司了解到，其新区锅
炉房已正式进入热态试运行，

“15日之前，如果政府下令提前
供暖，我们已做好准备，马上就
可以供暖。”淄博环保供热相关

负责人介绍。
8日10点30分，记者在环保

供热公司新区锅炉房看到，1台
热水锅炉已开始热态试运行，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锅
炉内温度已达800℃，出水温度
已达82℃，“目前，高温水只在
一级管网内运营，也就是从锅
炉房到小区换热站之间管网已

经逐渐热起来。”工作人员说。
“一级管网内存有大约45

万吨水，给管网内大量冷水
升温需要时间，大约9日水温
就能达到规定温度。”工作人
员介绍说，目前热态运行还
只在一级管网，因此居民家
中可能暂不会感觉到暖气有
热度。

据了解，在升温的过程
中，供热设备在热态情况下可
能出现问题。热态试运行过程
也是对热态设备进行消除缺陷
的过程。大到管网，小到居民家
里的暖气片，都要在温度参数
和水力下达到一个稳定平衡的
状态，要在供热前将热态设备
调到最佳状态。

淄淄博博昨昨起起供供暖暖热热态态试试运运行行
目前热运行仅在一级管网，居民家中暖气片暂不会热起来

相关链接

相关链接

临淄博山

已开始供暖

“5日0时我们就已经开始了热
调试过程，虽然是热调试，但是整
个城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用户都
已经热了起来。”临淄区热力公司
工作人员介绍。

由于今年淄博供暖价格将做
调整，但具体的政策还未出台，临
淄区在此基础上提前延长了供暖
时间，确保居民能够提早感受到温
暖。“今年也是我们的服务建设年，
希望能用我们的服务来进一步增
加市民的暖意，让他们能够生活的
更幸福。”工作人员说。

而博山区也于11月2日开始进
行注水打压，大部分的居民用户家
里也都热了起来。

北京制定法规

确保“看天供暖”

2009年冬天，为应对突遇的大
雪和降温天气，北京市提前两周开
始供暖。采暖季结束时又遇连续低
温，供暖延迟一周。此后，北京市出
台《北京市供热采暖管理办法》，明
确规定看天供暖。

2010年10月中旬，北京市供热
办将会同气象局、财政局共同启动
天气会商制度，密切监控气温变
化，一旦在11月1日至14日的非法定
供暖日出现连续5天平均温度低于
5℃，或者突降大雪等恶劣天气，将
上报市政府要求提前供热。为此，
北京市供热办已要求供热企业加
快检修，并在10月中旬完成暖气试
水。而这些做法的背后，基本都是
财政支持，并没有因为延长供暖期
而提高取暖费。

之之看看天天供供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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