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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岗位 学历要求 招聘人数 工作经验 年龄要求

城市规划设计人员 本科及以上 4-5人 3年及以上 35周岁以下

市政工程（给水排水专业）设计人员 本科及以上 4-5人 3年及以上 35周岁以下

淄博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招聘公告

二、招聘条件
(1)身心健康、品行端正、诚实守信、积极进取，具备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和吃苦耐劳精

神，无不良信用记录；
(2)具有招聘岗位必备的专业知识和工程设计能力，熟练掌握各种计算机制图与办公软件；

三、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zbghy@vip. 163 .com

联系电话：0533-2301784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西路15号

一、招聘岗位

““阁阁楼楼””取取暖暖费费为为何何缴缴了了又又补补？？
热企：业主“阁楼”层高在2 . 2米以上，不能算作阁楼

本报讯 临近冬季，供暖、取暖
是备受百姓关心的大事，11月5日，国
网淄博供电公司配电运检室派出用
电检查人员完对地处张店区南部边
缘区域的淄博火炬能源责任有限公
司进行了用电检查，并重点对该企
业自行供暖的一台630千伏安变压
器、一台20吨的供暖锅炉等用电设施
实施了专项检查，消除大型供热泵
进出线绝缘薄弱等不安全因素，巩
固了该企业的冬季供暖安全用电水
平，为确保近上千户职工小区供暖
打下了坚实基础。

“张店区带有供暖设备的企业
的配电室、部分供用电设施都比较
陈旧，如果不定期检修、校验，消除设
备隐患，就很难保证供暖高峰期的
正常用电。” (王学斌)

国网淄博供电公司：

检查企业供暖设备
保障供暖平稳

中中心心城城区区今今起起逐逐步步热热起起来来
淄博热电集团旗下热源昨日已全部启动运行，暖流进入千家万户

本报11月11日讯 (记者
唐菁 通讯员 陈秀民 ) 经
过4天热态调试，今日淄博中
心 城 区 居 民 家 中 将 全 部 送
暖。截至11日，记者从淄博热
电集团了解到，该集团旗下
各个供暖热源单位已全部启
动运行。

据了解，今年从11月8日
开始，担负淄博中心城区供暖
重任的淄博热电集团所属的各
供热公司展开热态调试。由于
中心城区东部老旧小区和今年

管网改造工程涉及区域的供暖
调试难度大、循环时间较长，所
以先行启动热态调试。从10日
开始，东部老旧小区的居民家
中已逐步暖和起来，其它区域
正在抓紧进行热态调试中。“现
在有些片区虽然还没有达到正
常温度，都属于正常现象，因
为，整个中心城区的供暖需要
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一位工
作人员介绍说。

目前，除了淄博泰和热力
公司负责的东部老旧小区已全

部进入热态运行外，淄博热力
公司、淄博市环保供热公司、淄
博双星热力公司都在抓紧进行
热态调试。另外，淄博热电集团
热源和大化纤电厂热源都已启
动运行，南定电厂、垃圾电厂两
个热源企业也于今天(11日)启
动。“预计从12日开始，整个中
心城区居民家中将逐步暖和起
来。”该工作人员表示。

据了解，根据相关规定，
淄博供暖期一般从当年的11

月 1 5日开始至次年的 3月 1 5

日。本报11日曾经报道《为啥
有 的 暖 气 热 了 ，有 的 还 冰
凉》，供暖企业介绍，目前仍
然处于热态运行阶段，供暖
质量不稳定，升温需要一个过
程。

为提升今冬淄博中心城区
供暖质量，淄博热电集团已经
投资1 . 2亿元，全面实施热水管
网建设、老旧小区管网升级改
造，环保治理改造、设备检修
技改及热源结构优化等工程
项目，保障顺利供暖。

赵先生住在龙凤苑16楼，17

楼为其三年前买房时，开发商以
“买顶层送阁楼”赠送的。“今年把
父母接过来一起过冬，所以不像
往年，阁楼上也开通了供暖。”赵
先生告诉记者，他10月22日缴纳
了取暖费，“当时16楼缴了3265，
17楼按照16楼136平米的一半缴
了1632元。

然而上周，赵先生突然接到
物业通知，需要补缴17楼的取暖
费近600元。“上个月已经缴过了，
现在还需要我再缴20多个平方的
钱，按照91平米缴齐。”赵先生向
物业了解情况，物业告知是替供
热公司代收取暖费。“我找到供热
公司，他们说17楼房屋高度已经
超过2 . 2米，不能算阁楼，他们须
按开发商给的面积收费的。”淄博
环保热力有限公司一位工作人员
说。

“当初买房时，开发商称是阁
楼，怎么到了缴暖气费时就不同
了。”赵先生对此次供暖收费表示
无法理解。

记者查询2008年淄博市
下发的《关于调整中心城区
供暖价格和对低收入群体实
行供暖补贴的通知》，其中明
确规定，阁楼安装采暖设施
且有房产证的，按房产证注
明面积计收供暖费；没有房
产证的，按阁楼下层住房面
积的50%计收供暖费。然而赵
先生向记者反应，其买房时
并未为17楼办理房产证。

而根据国家质量技术监
督局《房屋测量规范》及照建

筑业惯例，层高在2 . 2米一下
算作阁楼，为房屋附属物。

“开发商给我们的数据
显示，赵先生的17楼建筑面
积为98平方米，而套内面积
为91平方米。因此，我们按照
这个标准向他收取了采暖
费。”淄博环保热力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称。但是赵先生并
不认同并向房管局咨询，“房
管局称只有办理房产证才会
做重新测量。”

记者就此咨询了前方律

师事务所的高健博律师，“以
专业机构的测量数据为准，
如果跟供热公司收费面积出
入大的话，可以不缴纳超出
面积的取暖费。”高健博建议
说，赵先生可以请专业的地
产测绘机构为其进行实地测
量。

在此律师提醒，很多开
发商会打出买顶层送阁楼的
广告，但是阁楼并没有房产
证，后续会遇到一些问题，消
费者买房时还需要多上心。

希望重新测量“阁楼”，确定缴费方式

供暖初期热力不稳定，淄博市热力公司支招

暖暖气气片片不不热热可可以以先先排排气气
本报11月11日讯（记者

唐菁） 供暖初期，管道
内或暖气片内会存有余留
空气，余留空气过多便会造
成暖气不热，淄博市热力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解释，这时
需要打开暖气片上的跑封
阀进行排气。

如果周围邻居家里都
很暖和，惟独一家不热，且
在顶楼，有可能是自动排气
阀生锈失灵。若是其他楼层
房间不热，可能是室内暖气
片放气阀有问题，或者是室
内进、出口阀门出了问题。
如果是一幢楼或一个单元
的暖气都不热，可能和进楼
阀门有关。如果用户室内暖
气片不热，可将暖气片旁的

跑封阀打开几扣，向外排放
暖气片里的空气。当跑封阀
流出水时，就说明暖气片里
的空气已经排净了。

淄博市热力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介绍，地暖首次运
行过程中，管道里容易产生
气塞，造成供回水不循环，
温度不相等，应当进行逐路
排气。

进行逐路排气时，市民
需要关闭采暖的总回水阀
门和各环路调节阀，首先打
开分水器上的一个调节阀，
再打开分水器回水杠上的
排气阀放水排气，排净空气
后再关上此阀门，同时打开
下一路阀门。依此类推，每
路空气都排净后再将阀门

全部打开，系统即正式运
行。

每台分水器前均装有
一个过滤器，当过滤器杂
质过多时，会出现出水管
不热、地暖不热等现象，所
以应及时清理过滤器。方
法是关闭分水器上的所有
阀门，使用活扳手逆时针
打开过滤器端盖，取出过
滤网进行清洗，清洗完毕
后原样装上放回，打开阀
门。

如果遇到暖气漏水的
情况，市民应立即用厚毛
巾、抹布等将裂口堵上，已
实行分户控制的居民立即
关闭自家阀门，并拨打供
热公司维修电话。

先按下层一半缴纳

回头又追缴600元

供暖季马上就要到来，近日，本
报“问暖热线”也热了起来，不少市
民向本报反映供暖方面的问题，涉
及缴费、供暖设施改造等方面。如果
您也遇到供暖方面的难题，可拨打
本报“问暖热线”。

供暖关乎千家万户的利益，如
果您在供暖方面遇到了难题或者对
收费等供暖政策有疑惑不解的地
方，或者您家的暖气不热，存在这样
或那样的问题，还达不到标准，都可
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将和您一
起，与供热相关部门协调，解决您遇
到的难事。

同时，如果您对供暖有什么好
的意见、建议，也可告诉我们，本报
将及时反映给供热企业和主管部
门，促进各种供暖问题的解决，让市
民在这个冬季不仅身暖，更心暖。

本 报 问 暖 热 线 ：3 1 5 9 0 1 9 ，
15853353014，18653338624。您也可以
登录齐鲁壹点淄博频道、齐鲁晚报

《今日淄博》微信，反映问题，说说您
的心里话。

如遇供暖难题

本报帮您问暖
电话：3159019

买房时声明是“阁楼”，缴
暖气费时却按照一般住房标
准缴纳。11日，家住张店龙凤
苑的赵先生向本报反映，自家
的“阁楼”先按照阁楼标准减
半缴纳暖气费后，供暖企业又
反悔让他补缴。

本报见习记者 张朕宇

赵先生的父母指着橱柜后的暖气片，希望尽快确定缴费方式。 本报见习记者 张朕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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