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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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为增强学生写规范
字、用规范字的意识，传承传统文化，
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沂源县东里镇
河南小学在书画教室举行了学生书
法比赛。通过活动，既提高了学生规
范书写汉字的水平，促进学生养成良
好的写字习惯和写字技能，又培养了
学生的书法兴趣和爱好，同时也提高
了学生的审美意识。 (何玉斌)

沂源县东里镇河南小学：

举行书法比赛

供供暖暖已已开开始始暖暖气气管管道道还还在在施施工工
张店张钢小区一供暖主管道有漏点，4栋楼仍“冷冰冰”

15日,淄博全市正式开始
供暖,大部分居民家里早就暖
和起来，但供暖首日还有不
少居民家里的暖气因为各种
原因不热，有些小区因为施
工未完成而耽误供暖,看别人
家暖意融融,自己家在屋里还
得穿厚外套,这让部分居民烦
恼不已。

“其他小区都热了好几
天了，我们家暖气还冰凉，
不光我们这一户，据我了
解，我们小区有好几栋楼
都不热，是不是管道哪里
出了问题?”家住张店张钢
小区居民王女士拨打本报
问暖热线反映，其所在的
小 区 有 三 栋 楼 暖 气 仍 未
热，居民尝试着放水，但是
没有效果，下一周大多是
阴冷的雨天，暖气却还不

热，居民都十分着急。
家住张钢小区14号楼

的居民张先生说：“前几日，
就听说有些小区已经热了，
但是我们这暖气片还冰凉，
当时就想可能还没到正式
供暖所以还不热，但是今天
都15日了，怎么还不热，楼
上都是老年人，都很着急。”

15日，记者来到张钢小
区，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维修
供暖主管道。“这个管道有

漏水的问题，我们正在换新
的管道。”现场一位施工人
员说。

随后记者联系到泰和
热力公司负责该片区供暖
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解
释称：“张钢小区部分楼不
热，是因为主管道前几日
注水打压时，有漏水等问
题，我们正在维修，会以最
快的速度完工，保障居民尽
快用上暖。”

“供暖第一天，我们还
没来得及感受到热气呢，没
想到楼内阀门就漏水了，水
从5楼一直流到地下室，楼
道内全淹了，你说糟心不糟
心。”家住张店华瑞园35号
楼的居民左女士反映说。

居民立刻电话联系了
淄博热力公司，热力公司工

作人员回应称，按照《淄博
市城市集中供热管理条例》
规定，从楼前的气阀以后，
到用户室内的管道产权归
属住户所有，故在维修属住
户产权所有的设施时，应为
有偿服务。所以，漏水的阀
门需要住户自己购买更换。

居民等了两个多小时

后，热力公司没有人前来维
修，无奈之下住户先关闭了
楼道总阀，避免继续漏水。

“热力公司可以先来给我们
维修一下，换上新阀门，先
保障我们用上暖，是不是需
要我们自己掏钱，都可以商
量，但是他们不能不闻不问
吧。”一住户说。

本报记者 唐菁

楼内阀门漏水，如何更换犯了难

供暖主管道有漏点，工作人员紧急抢修

1 .贵重物品应保存好

正式供暖后 ,在用热的过程中
因操作不当等原因 ,部分市民家中
容易发生用热安全事故造成不必要
的损失。工作人员提醒市民家中的
字画、邮票、电子产品等贵重物品要
存放到高处 ,避免跑水后造成不必
要的财产损失。

2 .暖气水请不要私自取用

供暖系统通过循环的热水来保
证温度 ,私自取用暖气水 ,会造成供
热系统因缺水无法保证供热 ,影响
供热效果,严重的易造成停热事故。
而供暖系统中循环的热水都是加了
防腐剂等化学物质的 ,尽管不会对
人体造成直接损害 ,但取用暖气水
还是存在一定风险。

3 .暖气片漏水怎么办

据专业人员介绍 ,暖气片漏水
后应立即用抹布、厚毛巾等物品将
漏水点堵上 ,减少水流量 ,从而降低
热水喷涌造成的热损失。如果是分
户控制的用户则应尽快关闭阀门 ,

然后拨打所在区域供热公司锅炉房
和换热站的维修电话。

供暖初期

小提醒

工作人员正在维修张钢宿舍区的供暖管道。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每年供暖第一天，总会出现这
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就
是“不热”或者“不够热”。虽然年年
进行热调试，却难以解决这些问题。

供暖既然属于公用事业，就应
把为小区居民提供良好的供暖服务
放在首位，提前协调好人力、物力 ,

没有必要非拖到最后才集中开阀
门。

虽然从去年9月1日起开始实施
的《山东省供热条例》中规定，如果
正式供暖后家里温度不达标，可向
供热公司申请测温。但既然居民缴
了取暖费，并且签了协议和合同，为
什么就不能把服务做在前面呢？

要想真正让市民过一个暖冬，
还需要提前筹划，将问题真正解决
在调试阶段。

能否把“不热”消灭

在“热调试”阶段

本报11月15日讯(记者 刘
晓 通讯员 毕磊 白玲)供暖
伊始，张店环保分局对淄博热
力有限公司、淄博环保供热有
限公司、淄博双星供热有限公
司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突击检
查。

张店环保分局对三大供热

公司进行拉网检查，共出动执
法人员50余人次，检查供热燃
煤锅炉10余台(次)。此次检查，
主要是针对冬季供热燃煤锅炉
环境治理设施运行情况，执法
人员分别对燃煤锅炉脱硫设施
运行情况、煤场扬尘治理情况
等进行了检查，通过此次检查，

发现有脱硫设施不正常运行，
脱硫池ph值偏酸性，达不到脱
硫效果的情况；煤场没有采取
蓬盖，没有有效的扬尘治理措
施的情况。针对以上问题，执
法人员对有问题的单位下达

《污染源环境检查记录》，要求
其对存在的违法行为立即进

行限期整改，对到期没有整改
的供热公司，将对其给予行政
处罚。

下一步，张店环保分局将
继续加大对供热公司及其他燃
煤企业的环境执法力度，打击
环境违法，确保辖区环境质量
的改善。

部部分分热热企企脱脱硫硫设设施施运运行行不不正正常常
张店环保分局：加大燃煤企业监管力度，确保环境质量改善

编辑快评

本报11月15日讯(记者 刘晓) 新的
一周到来，天气却没什么新意，依旧是阴
沉沉的连阴雨。不过，受持续的降雨影响，
本周气温或将降至0℃以下，并有可能降
下今冬首场雪。但冷空气实力较弱，对雾
霾驱散作用有限，市民外出时仍需加强防
范。

据了解，自上周三以来，气象部门连
续发布雾和霾预警信号，部分地区甚至出
现能见度小于200米的大雾，部分高速公
路和城市交通因此受到影响。“尤其是雾
霾越来越严重，虽然出现了降水过程，但
降水有限，加上供暖季开始，一定程度上
加重了雾霾天气。”气象部门工作人员介
绍。

据市水文局统计，12日21时～14日8

时,全市平均降雨20毫米,各区县平均为高
青县16毫米，桓台县17毫米，周村区20毫
米，张店区20毫米，临淄区18毫米，淄川区

22毫米，博山区21毫米，沂源县20毫米。最
大点沂源县田庄站29毫米，最小点临淄区
边河站11毫米。截至目前全市累计降水
548毫米 ,比历年同期偏少14%，比去年同
期偏多49%。

市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仍将出现连
阴雨天气。“本周持续的降雨将进一步缓
解旱情，将今年的降雨量与往年总体拉
平，让冬小麦、果树等作物顺利过冬。”市
水文局工作人员说。

气象部门预计，今起新一轮降雨来
袭，周末将有一股强冷空气，气温下降4-
6℃。未来具体天气情况如下：16日，小雨
转多云，北风2到3级，气温6～11℃；17日，
多云转小雨，东北风 2到 3级，气温 4～
11℃；18日，多云，东北风转北风2到3级，
气温1～10℃；19日，多云转小雨，北风转
东北风3到4级，气温2～12℃；20日，小雨，
东南风2到3级，气温5～11℃。

这这一一周周，，雾雾、、霾霾、、雨雨、、冻冻…………
周末强冷空气来袭，气温降4-6℃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百日会
战”专项行动，临淄公安分局大武派
出所结合日常工作实际，从“基本”
着手，维护辖区社会治安秩序稳定。

结合季节性火灾隐患、入室盗
窃、抢劫等案事件特点，组织民警深
入辖区村庄、集市、人员密集场所，
通过拉家常、发放警民联系卡、宣传
材料等方式，为群众讲解冬季防火
知识、指导群众正确使用灭火器扑
救初起火灾。 (赵飞飞)

临淄大武派出所：

从“基本”着手
深化“百日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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