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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1日讯（记
者 蒋龙龙 王皇） 12
日零时，省城将正式进入
2015年供暖季。为服务市
民，本报邀请济南市市政
公用事业局、济南各主要
热企 13日（周五）上午到
本报接听供暖热线。1 3
日 9 时 3 0 分 到 1 0 时 3 0
分，市民有什么供暖问题
可 拨 打 本 报 供 暖 热 线
9 6 7 0 6 1 2 3，济南市市政
公用事业局和相关热企
负责人将在现场予以解
答。

12日零时，济南将正
式开始供暖，比往年供暖
时间提前 3天。而停暖时
间延长 7天到来年的 3月
2 2 日，今年的供暖季为
130天。由于供暖时间提
前，济南热电、济南热力
等省城主要热企从11月1
日起已经开始热调试状
态，目前供暖管网已全部
调整平衡。

由于 12日零时便正
式进入供暖季。市民家里
的温度如果不达标 ,可要
求热企工作人员上门测
温。如果是热企原因导
致，市民有权要求退费。

据济南市市政公用
事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济南市城区(绕城以内)集
中 供 热 面 积 今 年 新 增
1052万平方米，达到1 . 12
亿平方米，省城供热普及
率将达72 . 9%。而且今年
新增热计量面积301万平

方米。
今年来自章丘的热

源首先温暖东部城区。莲
花山热源厂和西客站热
源厂今年都进行了扩建，
提高了供热能力。清雅居
小区、林景山庄等多个小
区今冬将依靠新能源来
供暖。“目前热电、热力
两大市属企业已储煤 40
万吨，储煤量充足。”

济南热电公司今年
推出济南热电微信公众
号：j n rdwx，使广大热用
户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在
线 办 理 缴 费 、报 停 、开
通、查询所属片区服务员
等业务。济南热力公司则
推出“供暖管家”服务模
式，通过 81名供暖管家，
为用户提供“点对点”、
贴心、便捷、高效的私人
订制服务。

鉴于目前为供暖季
初期，市民反映供暖问题
较多。为帮助市民反映供
暖问题，搭建一个与市政
公用部门以及供热企业
近距离沟通的平台。本报
11 月 13 日（周五）上午 9
时 30分到 10时 30分，邀
请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
局 、济 南 热 电 、济 南 热
力、济南东泰等主要热企
到本报接听热线。市民在
此期间，可拨打本报供暖
热线96706123，
反映供暖问题，
相 关 单 位 会 现
场予以解答。

暖暖气气不不热热咋咋办办
明明天天问问供供热热办办
省城今起进入供暖季，

相关负责人13日上午本报接热线

本报11月11日讯（记者 蒋龙龙 王皇）
11日，记者从济南市供热办到12345接热线获

悉，拖了三年没建设的腊山热源厂今冬有信
了。济南市政公用部门将和多个部门协调，力
争于今年年底开工建设。

本报在今年5月和11月曾多次报道，腊山
热源厂因拆迁问题导致难以建成，周边市民热
盼腊山热源厂早日开工建设，为周围的大批小
区加入集中供暖提供热源条件。

根据济南市长期的供暖规划，二环西路南
延线、二环西路、二环南路、阳光南路、刘长山
路、济微公路、文庄片区，主要依靠规划中的腊
山热源厂取暖。随着济南腊山片区的开发，二
环南路和二环西路的通车，腊山周边将有更多
住宅小区投入使用。不过在这些小区入住的居
民，都会遇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居民热盼腊
山热源厂早日建成投产。

据了解，为解决西南城区的供暖问题，济
南市于2010年开始，规划在二环南路建设腊山
热源厂。此项工程于2012年8月10日取得济南市
发改委立项批复，随后腊山热源厂进入环评等
程序。

根据相关报道，2012年、2013年、2014年，相
关部门都曾表示腊山热源厂有望开工建设，但
每年都说开工，几年过去了，腊山热源厂仍没
开工的影子。腊山片区今冬众多小区仍然不能
加入集中供暖。

为何难以施工？在济南市政公用事业局每
次的答复中都表示，由于拆迁问题，腊山热源
厂难以如期开工建设。今年8月份，市中区相关
负责人在电视问政上承诺，京沪高铁沿线皇上
岭东侧腊山热源厂项目违章建筑将于今年10月
份完成拆除。

11日上午，在12345市民热线，腊山热源厂
项目情况也成为市民较为关心的问题。据济南
市政公用事业局供热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腊
山热源厂开工的工期已经拖了三年。”济南市
政公用部门今年底将和多个部门协调，力争今
年年底开工建设腊山热源厂。根据设计，腊山
热源厂的供暖面积将达到1000万平方米，成为
西南城区的主力热源厂。

腊山热源厂

力争年底开建
供暖面积将达1000万平方米

谈谈不不拢拢还还差差钱钱儿儿
办法

“我想向热企直接缴费，不想
向自管站交钱。自管站不时涨价，
供热还不稳定，希望政府能回收
自管站。”11日，济南市市政公用
局巡视员郭森接听 12345热线
时，家住市中区欣都小区的市民
来电说。这位市民反映，自己的小
区加入了集中供暖，10日已开了
阀门，但是自管站的收费却没执
行26 . 7元/平米的全市标准，每年
都是想涨钱就涨钱，今年一平米
就涨到了28元多。这位市民直言，
回收自管站对自己来说是天大的
事情，每到冬天都让他很头疼。他
听说青岛政府已经把自管站都回
收了，希望济南也能都回收。

家住工业南路92号一单位宿

舍的市民王女士家也是自管站供
暖，她说自己上周就听同事说家里
已经热起来了，可自己家里10日只
是客厅的暖气片有点温乎，卧室和
卫生间的暖气片都是凉的。“钱我
们交到单位，然后由单位交给二
钢，再由二钢交到热力。同样是
26 . 7元，有的小区就非常热，但我
们小区就是年年不热，还没法找
他们。”王女士说。

当天济南市市政公用局巡视
员郭森接的4个热线中，有1个反
映自管站问题。济南市市政公用
局供热办副主任纪涛说，自己接
的5个热线电话中，就有两个反映
自管站问题。他坦言，自管站是困
扰济南市供热质量的头疼问题。

不时涨价，供热还不稳

市民盼政府回收自管站

济南还有 800座自
管站，有一个回收计划，
现在已经在研究出台办
法。资金方面，目前也正
在向济南市里反映。但是
现在回收的条件还不成
熟，技术上、资金上、管理
上、部门协调上还有困
难。

据了解，回收自管站
需要非常大的资金投入，
青岛市花费了好几亿，对
自管站进行回收，目前效
果较好。虽然青岛回收自
管站也进行了四五年，但
至今也并没有完全回收。
政府想回收自管站，但是

自管站的建设方并不是
供热单位，有的是小区自
建，有的是物业建设，有
的是物业小区业主委员
会管，还有写字楼和住宅
楼在一起的，“回收起来
就有产权问题和经济利
益问题。”

“自管站按照流量缴
费，向小区住户收费却是
按照面积收费。供热的时
候，不少自管站会在中间
赚取差价。”纪涛说，虽然
小区居民和政府都希望
自管站能回收，但是不少
自管站的经营方却不愿
意。

政府想回收自管站

不少经营方不愿意

不过从2013年济南市实行
供热小配套政策之后，济南市基
本已经没有出现新的自管站。现
在需要回收和解决供热问题的是
2003年至2013年之间建起的自
管站。

纪涛介绍，2003年出台3号
文后，供热单位只负责规划红线之
内的管网，规划红线之外则由开发
商负责。这就使很多小区供热出现
真空，开发商开始建自管站。

后来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
后，2013年，为避免出现新的自
管站，济南市政府出台了小配套
的政策。由开发商交一个平方48
元的配套费，供热单位实施施工，
购买设备，从一次网到二次网到

换热站一直到楼道立管，都是由
供热单位负责，这样就杜绝了因
中间环节出现问题而使供热不达
标，2013年之后基本杜绝了新自
管站的产生。

为了保护今冬供暖用户的利
益，上周济南市市政公用局已经
向各供热单位出台今年“早三晚
七”的供热时间安排，并要求热企
对自管站延长10天的流量实行
半价收费。一旦自管站出现晚开
早停的情况，济南市市政公用局
将联合房管部门等其他部门组成
联合执法队伍，进行执法。不过，
纪涛坦言，目前相关的执法并没
明确的法律依据，可能遇到力度
不够的困难。

新的自管站不会再产生

晚开早停将被联合执法

11日，济南市市
政公用局接听12345
热线活动中，近半投
诉涉及自管站收费和
自管站不热问题，不
少市民急切盼望政府
能回收小区供热自管
站。11日，济南市市政
公用局供热办副主任
纪涛表示，济南市正
在研究出台回收自管
站的办法。不过，由于
涉及多个部门，并需
要大量资金，自管站
回收之路仍不好走。

本报记者 王皇
刘雅菲 蒋龙龙

济南市北部城区的某
自管站，今年没有实现顺利
回收。本报记者 张玉岩 摄

浆水泉热源厂工作人员实时监控锅炉运行情况。（资料片） 蒋龙龙 摄 济南热企对历山路居民小区的换热站进行实时监测，保证安全供暖。（资料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问暖热线 9670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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