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暖首日多数室温达标，但西城区等区域还不理想

达达标标的的挺挺恣恣，，不不达达标标的的心心烦烦

在供暖首日的走访，记者发现部
分市民家长的暖气不热，是因为忘记
开阀门和气堵造成的。实际上，这些简
易的小毛病，居民可以自行处理。

“去年报停了一年，今年9月就
交上暖气费了，就等着15日送暖气
了，可供暖头一天还是冰凉，得穿棉
袄才行。”凤凰·怡居佳苑15号楼4单
元的顶楼住户马先生说。

随后，四和热力公司的工作人
员来到马先生家，原来控制地暖的8

个阀门都是关闭的。工作人员将阀
门打开排气，等完全循环开后，马先
生家的温度就逐步升温了。

马先生的邻居郑女士家的暖气
也不热，室内温度才13 . 5℃。工作人
员查看后发现，郑女士家中的暖气
阀门虽然打开了，但存在气堵的情
况。工作人员打开排气阀后，就听到
了“嗤嗤”的排气声，没过一会，进水
管就开始温热起来。

四和热力公司办公室主任王海乐
介绍，遇到气堵的情况，居民可以进行
简单处理。比如，家中的暖气片有一组
热、其他组不热，多数是气堵造成的。
用户可以找到末端暖气管道，在最高
处有两个排气阀，拧开后，用手轻轻拍
打管道，就会听到排气声，等到有水流
出来之后，关上排气阀即可。

如果家中的暖气片最后一组暖
气片不热，排完气后仍没有效果，可
能是由于水力失调造成的。王海乐提
醒，将处于暖气片下端的回水阀，从最
前端的暖气片开始依次加大阀门的开
度，最后一组全打开进行调节。

本报记者 庄子帆

家中暖气气堵

可调调排气阀

相关链接

“俺家前两天就有暖和劲
儿，今天的室温好像比前两天
又高了。”15日上午9时40分许，走
进铁塔寺小区3号楼一单元二楼
东户市民熊先生的家中，一股热
气扑面而来。熊先生家中的温度
计显示，当时的室内温度已经达
到25℃。第一天供暖，对于这样
的室温，熊先生很满意。

在该小区市民王先生家，
温度计显示室内温度为21 . 5℃。
记者随手摸了一下客厅的暖气
片，暖气片非常热。“我刚把调节
阀门关上了。如果打开的话，温
度还要高。”王先生指着挂在客
厅墙上的温度计说。

谈起今年供暖的满意度，

铁塔寺小区3号楼80岁的徐大娘
高兴地说：“非常满意，今年经
过分户计量改造，比去年好多
了。去年的这时候，在家里需要
穿着棉袄，盖着棉被。现在外面
虽阴天，可屋里没有一丝凉气
儿，暖烘烘地。”

徐大娘家今年还新装了热
力计量表，她说：“这个可以自
主调节。如果太热了，可以自行
关掉，不仅节省热力资源，也可
以省钱。”

“以前集中供暖时，不住人
的空房子暖气费照交，现在实
施分户计量后，用多少交多少，
不用就可以不交。如果想进一
步节能省钱，还可以在‘进门

后’和‘出门前’分别设定温度，
家里没人时，可以把室温调得
低一些。”刘大爷笑着说，他家
除了安装了温控阀外，还在楼
道中安装上了分户供热计量
表。采暖期内，他可随时调控温
度，按照实际耗能收费。

今年实施外墙保温后，家
里暖和了不少，他打算冬天不
在家时把温度调低，既节约资
源又省钱。

东郊热电供热公司供热三
所的申金群介绍，今年，这小区
开始保温改造，穿上了“保暖
衣”，楼道内的立管也进行了统
一改造，“经过改造，今年的供
暖效果一下子就提升上来了。”

C02 主打 2015年11月16日 星期一 编辑：曾现金 组版：王晨 校对：王秀华 今 日 运 河>>>>

15日上午，记者走进龙行
小区住户家中了解供暖首日
的情况。

在10号楼4单元4楼的李
阿姨家中，室内暖乎乎的，墙
上悬挂的室内测温计上显示，
李阿姨家中的室温为18℃。13

号楼3单元3楼的贺阿姨家，供
暖温度也达到了供暖要求，室
内温度接近20℃，也挺暖和。

记者随后随机走访了几
户住在楼顶的楼边户，“14日
晚上，暖气片还冰凉。15日早
上7点，拧开阀门放了放气后，
暖气片才有点温乎。”因为有
点冷，住在6楼的白女士盖着
被子躺在沙发上，墙上的温度
计显示的温度为17 ℃。记者
走访中解到，这个小区的一些
楼边户、顶楼的温度达不到规

定的18℃。
作为经适房小区，凤凰·

怡居佳苑的供暖效果也暂时没
达到所要求的18℃。在1号楼、17

号楼、15号楼位于楼层中间的住
户，家中的温度能达到18℃以上。
与龙行小区相似，位于楼顶的楼
边户的室内温度与18℃还有1-
2℃的差距。

15日上午9点，济宁市社
会福利中心老年公寓B栋，走
进狄玉庆老人的起居室，一股
热气扑面而来，他床头的温度
计显示，室温是21℃。

“这个温度很舒服，白天
一件毛衣加一个棉马甲就可
以，晚上睡觉也用不到厚棉
被。”刚散步回来的他，边说边
脱掉外套。

在儿童福利院二楼活动室，
几名孤残儿童正做游戏，22℃的
室温让孩子们仿佛沐浴在春风
里。记者摸了摸孩子们的小手，
他们争先恐后地把热乎的小手
放在记者手里。

两周前，福利中心就开始对

暖气维修排查。总务部会同物业
公司挨个房间进行排查。同时，
中心专门设立独立的热力站，可
根据用热需求自由调节温度。

位于太白楼路西首的红
旗老年公寓住了81位老人，从
10日晚上开始，每位老人房间
里的暖气片就逐渐热起来。15

日上午，70多岁的岳大爷早早
地起床把窗户打开，女儿和外
孙女要来看他。“在这里特别
好，吃得饱，还有暖气，你看我
开着窗户也不冷。”岳大爷说。
隔壁房间的王阿姨坐在门口，
和另一位老人说着话，仅穿着
一件薄棉衣，双手很暖和。

在李营街道敬老院内，取

暖烧水的大锅炉里燃着点点
火光，锅炉旁一堆煤炭，等着
工作人员随时添加进去。荆祥
生和徐庆群两位老人正坐在
床边上聊天，满屋子的鲜花给
房间里带来生机和活力。因是
白天，锅炉并没有全部加满煤
炭燃烧，室内温度计显示为
17℃。“14日我们开始点燃锅
炉，保证老人们温暖过冬。”李
营街道敬老院院长陈雪荣说，
济宁市统一拨付给各敬老院
70吨煤炭，还发放了1 . 5万元取
暖补贴，用于锅炉改造，加装
烟尘过滤设施，降低空气污
染。“等到天冷加足马力，室内
温度能保持在22摄氏度。”

本报济宁11月15日讯
15日，济宁城区供暖首日，城
区大部分居民家的室温已达
到18℃，但西城区、北城区以
及太白湖新区的供暖效果不
太理想，暂时未达到规定的
室内温度18℃。

15日，铁塔寺小区，刚走
进3号楼一单元二楼东户市
民熊先生的家中，一股热气
扑面而来。从5日开始，东郊
热电供热公司就进入了预热
期，供热范围内的用户家的
室温就开始上升。在记者所
走访铁塔寺、龙行等小区，室
温达到18℃，符合供热条例
中所规定的室温要求，有的
居民家的室温还超过20℃。

与此同时，济宁城区西
城区、北城区以及太白湖新
区的供暖效果并不理想。记
者走访龙行小区、凤凰·怡居
佳苑、京杭佳苑、洸河新苑发
现，居民家中的暖气片有的
热、有的不热，有的甚至还冰
凉。由于气堵、漏水、循环不
畅、爆管等问题的出现，导致
了部分用户家中暖气不热，
特别是今年刚上房，第一年
用暖的小区，供暖问题集中
暴露出来。

记者从济宁市燃热办了
解到，东郊、四和、北湖、桑华
4家供热公司的供热辖区基
本上正常运转，但也有一些
问题有待完善。目前，运河供
热公司供热辖区大部分未达
到法定温度，特别是处于供
热末端的小区。

“上午8点左右，运河热
力公司处于二次网前端的温
度为 7 1℃，末端的温度为
60℃左右，但压差只有0 . 6
公斤，没有压差，水循环较
慢。”济宁市燃热办热力科的
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运河
热力公司的供热范围离热源
华能济宁电厂较远，需长途
输送；另一个原因在供暖初
期，其他热力公司截留的流
量较大，还需要2—3天的运
转期。

由于今年西城区、北城
区、太白湖新区热运行较晚，
整个供热系统还需要运转2
天左右，才能全部正常。目
前，济宁市燃热办仍继续协
调华能济宁电厂升温升压，
持续为3家供热公司提供热
源。同时，督促供热企业加强
服务，排查换热站、管道等供
暖设备存在的隐患，以及解
决用户家中暖气不热的情
况，确保供热系统正常运行。

本周阳光不给力

或迎来三场小雨

虽然本周不是太冷，但还是多
云的天气，而且周一、周三、周日有
小雨，这一周市民还是见不到太阳。

已经连续一周的时间，市民都
没有沐浴过阳光了，上周五、周六虽
然有太阳，但十分吝啬，过午后天气
又阴沉下来。本周的阳光依旧不给
力，本周全市以阴天间多云天气为
主，有3次小雨过程，分别出现在16

日、18日和22日。
具体预报如下：16日(周一)，小

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3级，最高气
温15℃，最低气温11℃；17日(周二)，多
云，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14℃，最低气
温7℃；18日(周三)，小雨转多云，南风转
北风3级，最高气温12℃，最低气温7℃；
19日～20日(周四～周五)，多云，北风转
南风3级，最高气温14℃左右，最低气
温5℃左右；21日～22日(周六～周日)，
多云转阴有小雨，南风转北风2到3

级，最高气温15℃左右，最低气温
9℃左右。

本报记者 庄子帆

延伸阅读

铁塔寺小区：

室温超过20℃相当满意

龙行小区：

顶楼楼边户暂时未达标

福利院敬老院：

孤残儿童小手热乎乎的

现场探访

本版稿件采写 本报记者 黄广华
庄子帆 贾凌煜

铁塔寺等小区除进行节能改造外，楼道的窗户也换成了中空保温玻璃。本报记者 黄广华 摄

王先生家的室温达到25℃。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摄


	H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