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宁华宁实业公司回应推迟预热原因

一一机机组组维维修修，，用用热热合合同同尚尚未未签签

11日下午2点半左右，运河供热
公司供热系统监控平台的屏幕上显
示，一次网高温水的温度最高仍停
留在30℃以下。“由于压差不够，现
在管网还没有完全循环开，导致换
热站无法进行预热。”运河热力公司
经理仙草说。

11日下午6点左右，北湖供热公
司的一次网的水温、水压没有明显
变化，四和热力公司水温上升了
6℃，运河热力公司的水温上升了
7℃，但水压均无变化。

杨辉表示，在5号机组维修的过
程中，10日晚上公司2号机组启动供
暖，正用蒸汽逐步加热一次管网中
的水，预计12日凌晨之后，一次管网
的出口水温能达到60℃的预热要
求，不会影响11月15日的正式供暖。

11日下午6点

预热仍未达标

实地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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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1月11日讯
(记者 汪泷 通讯员 国
向琴) 11日，济宁市霍家
街小学体育节暨“校长杯”
足球联赛开幕。今年济宁
市明确“市长杯”、“县长
杯”、“校长杯”校园足球三
级联赛体系后，这是城区
中小学中首个鸣锣开赛的

“校长杯”足球赛。
当日下午2点半，两队

分别身穿白色和红色队服
的小队员们走进霍家街小
学总校的足球场上。在裁
判员的引领下，小队员们握
手致意。随着裁判员的一声
哨响，作为霍小首届“校长
杯”足球联赛的揭幕战，四
年级代表队和五年级代表
队之间的比赛拉开战幕。

比赛中，记者注意到
两队除了男生之外，还出
现了几名女队员的身影。
她们的表现也可以说是

“巾帼不让须眉”，在场上
的拼抢丝毫不输男队员。
比赛只开始了大约短短5
分钟，始终占据优势的四
年级便攻入一球。面对这

种局势，五年级也不甘人
后，凭借防守反击连扳两
球取得领先。

“这届‘校长杯’联赛，
我们有四年级18个班级参
赛 ，采 取 的 是 五 人 制 比
赛。”霍小的足球教练孙宇
说，在参赛的队员中，有不
少曾代表任城区参加过市
级、省级足球锦标赛。今年
济宁市明确“市长杯”、“县
长杯”、“校长杯”校园足球
三级联赛体系后，这是城
区中小学中的首个举办的

“校长杯”足球赛。以此为
契机，学校将在三年级以
上所有班级开设足球课，
实现班班有球队，每个年
级有联赛。

济宁市霍家街小学校
长李玲玲表示，体育节以

“享受运动、享受健康、享
受快乐”为主题，在原有的
广播操展演、拔河比赛、田
径对抗赛、拍球比多、跳长
短绳、轮滑等七个大项赛
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五
人制足球联赛。

本报济宁11月11日讯
(记者 孙帅 ) 这个周末
想不想体验真实射击？15
日，本报小记者团将走进
济宁金山拓展基地，CS体
验射击、消防实战演练等
任由小记者们挑选。咨询
报名电话18678730267。

身边的危险并不可
怕，可怕是平时没有规避
危险的意识。15日当天，我
们将聘请了专业的教练，
为小记者们讲解火灾、地
震、绑架、车祸等危险的处
理方法。同时，还邀请专业
教练教一些实用的防身术。

好玩的周末哪里去？
赶紧拿起电话报名吧，咨
询报名电话18678730267。

本报提醒：报名以缴
费为准。凡是报名参加活
动的小记者家庭，如当天
不能参加活动，请提前发
短信请假。小记者须穿戴
马夹、帽子，统一佩戴小记
者证。15日早8点20分，在
金山拓展培训基地集合，
领队将点名带入基地活
动。

【活动内容】

1、体验式军训
2、CS体验射击
3、高危模拟项目
4、消防实战演练
【活动时间】15日(周天)，早
8点30分至下午16点30分
【活动地点】济宁任城区济
岱路顺达驾校向北100米
金山路口向西500米 (市内
乘3路公交车到顺达驾校
下车)

【报名费用】小记者优惠价

90元/人(包括午饭、真人CS

射击、消防器械、保险等费
用)

【报名方式】1 .齐鲁晚报济
宁记者站三楼小记者管理
部进行报名

2 .官方QQ群报名：济
宁·齐 鲁 晚 报 小 记 者
227856779

【 咨 询 电 话 】苏 老 师
18678730267

【 带 队 电 话 】孙 老 师
15154749997

济宁市霍家街小学首届“校长杯”足球联赛开赛

足球场上巾帼不让须眉

体验真实射击、学习火灾自护自救

本周日邀您参加拓展训练

本报济宁11月11日讯(记者 庄子
帆) 正式供热的日子临近，太白湖西北
回迁片区的居民心里有点打鼓，今冬还
能用上暖气吗？11日，北湖科技供热公
司回应说，该小区内的管网和换热站已
具备供热条件，将根据住户的采暖意向
于11月底启动供暖。

11日上午，太白湖西北回迁片区的
颂运水庭A区，在外锻炼身体的李大爷
告诉记者，住进新房子快一年的时间
了，这两天一降温3岁半的小孙女冻感
冒了，光盼着能早点来暖气。在李大爷
家，家人裹着厚厚的棉衣，经过实际测
量，李大爷家客厅的温度16℃，与室外
温度差不多。

针对西北回迁片区居民的疑问，记

者从太白湖新区管委会了解到，西北回
迁片区分为A、B区共有4870户，3700户
上房。“上房率虽然达到70%以上，由于
属于回迁小区，一家分了几套房，实际
的入住率并没有达到供暖要求。”太白
湖新区管委会相关工作人员说。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小区的物
业公司正逐步进行统计，了解住户的用
暖意向。如果能够达到一定比例，也会
降低标准供暖。“管委会也正在积极与
供热公司协调，降低要求为老百姓供
暖，预计11月底或12月初给老百姓家中
送去暖气。”

从北湖科技供热公司了解到，该小
区内的管网和换热站已具备供热条件，
将根据住户的采暖意向启动供暖。

本报济宁11月11日讯(记者
孟杰) 11日，新华新村电化厂宿舍
的供暖管道还在安装。记者从四和
供热公司供热管理所六所了解到，
小区的管道安装预计15日之前完
工，试运行后就可以实现供暖。

“这都11日了，还能供上暖吗？”
家住电化厂宿舍13号楼三单元3楼的
杜大爷担忧地说，楼道内的管道是前
段时间来人拆除的，说要换新的，当
时大家还都很高兴，想着换了新的温
度能提高，没想到马上就要供暖了，
管道还没安装上。

“别人家里的暖气都热乎了，
我们这里管道还都开着口子，啥时
候能供上暖。”杜大爷说。

济宁中银电化有限公司10月
28日的通知上说，自今年冬季开
始，公司的自备站交给四和供热公
司供暖。为保证供热质量，四和热
力公司将对供暖设施进行改造。

在小区13号楼2单元2楼的楼
道内，一位姓胡的施工人员告诉记
者，从10日开始，四和热力的工作
人员开始对小区内未安装的管道
进行集中安装，预计15日之前可以
完工。

随后，记者又从四和供热公司
供热管理所六所了解到，小区内管
道安装完毕，并顺利试运行后，就
可以实现供暖，具体供暖时间还要
看施工情况。

本报济宁11月11日讯
(记者 庄子帆) 11日，济
宁华宁实业公司(华能济
宁电厂下属公司)回应推
迟预热原因。负责供热的5
号机组高背压转子有故
障，目前正在返厂维修；公
司计划调整失水的比例及
价格，但尚未和三家供热
公司达成一致。

“去年负责供热的5
号机组进行高背压改造，
试运行一年后现在出现
了问题，高背压转子存在
故障，目前正在返厂维
修，预计13日晚上返回。”
济宁华宁实业公司总经
理杨辉说，今年预热期规
定了预热的温度和水压，
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这

是推迟预热的一个原因。
除此之外，“工业用水

的成本提高，供热管道中的
高温水需要用软化水，经过
初步核算，一吨硬水处理成
软化水的成本接近20块钱，
但实际供热过程中漏水比
较严重，每天补水2000多
吨，失水过多影响机组的安
全运行。”杨辉说，热源管网
由不同的企业管理，供热企
业也存在管理、维护不到位
的问题。今年计划调整失水
的比例以及价格，想通过这
种方式来督促供热企业加
强管理，但公司目前与三家
供热企业没有达成一致，这
也是迟迟没有跟供热企业
签订用热合同的主要原
因。

太白湖西北回迁片区：

本月底有望用上暖气
新华新村电化厂宿舍：

装完管道就可以供热

监控平台上显示，一次管网供水温度不到27℃。本报记者 庄子帆 摄

小记者用灭火器灭火。女球员正在带球过人。本报记者 汪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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