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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商河河要要建建33所所新新学学校校了了
包括1所高中，将扩招300人

供供暖暖设设施施““私私接接乱乱挂挂””，，得得撤撤！！
10000多户供暖用户，逐一排查难度不小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李
云云 实习生 张文彬） 近
日，有市民打来热线反映，居民
楼中存在住户私自在暖气片上
接水龙头的现象，影响了整个小
区的供热效果。市民王女士说：

“我老觉得自家温度比别的楼层
低，后来才知道我们楼道里有私
自接水龙头的现象。”据商河县
集中供热管理服务中心介绍，自
集中供暖以来，每年都会出现偷

热的现象，现在正打算联合公安
部门进行检查，但是要逐一排查
难度不小。

如果私自安装水龙头属于
“小打小闹”，那17日晚上的偷暖
行为要严重得多。据市民反映，
17日晚上，银河路集中供热主管
道因主管道破裂出现故障。市民
刘女士说：“当时路过的时候，看
见供暖工人正在维修，主管道里
的水和喷泉似的直往外冒。”据

刘女士回忆，当时在维修工人旁
边还停放着挖土机、卡钳等施工
工具，周围的市民正在议论是不
是有人偷暖。

随后，记者咨询了商河县集
中供热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表示，主管道故障是由于有人从
主管道打眼，私自安装取暖设
施，导致管道破裂所致。供暖人
员说：“我们17日下午5点左右发
现换热站水压异常，经巡查发现
银河路集中供热主管道破裂，及
时抢修，到18日凌晨2点左右才
修好。”据了解，受此次供暖管道
故障影响最大的是鑫隆帝景城，
18日整个帝景城的供暖温度要

比平时低得多。
商河县集中供热管理服务

中心的工作人员提到，每年都会
出现不同程度的偷热现象，最常
见的偷暖就是“私接乱挂”。有的
居民没有开通暖气,却私自撬开
家中暖气阀取暖,还有住户在卫
生间的暖气片上安装一个水龙
头,利用从暖气片里接的热水冲
厕所或者拖地。更有甚者,竟然在
二级管网上私自打眼利用供暖
水。

工作人员解释到暖气供热
主要是靠热水在暖气片内部的
流动循环,居民私自钻孔放热水,
做其他用途是严重的盗热行为！

不仅影响自家温度,更可能影响
到整个小区甚至周围几个小区
的采暖。偷热导致供暖管道水压
异常，甚至会使得换热站停止运
行，影响整个县城的供暖系统。

据了解，每年商河县集中供
热管理服务中心每年都会联合
公安部门走访排查“私接乱挂”，
强制拆除“私接乱挂”设施。目
前，商河县城区取暖户有10000
多户，要想逐一排查难度不小。
商河县集中供热管理服务中心
的工作人员说：“用户太多，加上
每家用户白天不一定家中都留
人，逐一检查有难度，我们希望
大家要规范合理用暖。”

相关链接

常见的几个供暖误区

误区一：家中暖气

片越多越热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有业
主表示天冷了，要在家中再多加
一组暖气片。市民说：“家中太冷
了，再多安一组暖和暖和。”

对此，商河县集中供热管理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说：“暖气
片不是越多越热。”工作人员解释
道，住宅供暖设施配套设计是根
据规范规定的运行参数，综合建
筑物结构、外墙保温等因素，系统
计算确定进户管管径及各个房间
的暖气片数量，在计算时已考虑
了合理的余量，在此基础上过多
增加暖气片数量，将导致室内供
热系统阻力增大，影响系统内的
水循环，进而影响供暖效果。因
此，暖气片并不是越多就越热。

误 区 二 ：供 暖 的

18℃是暖气片温度

市民王女士说，自己家中的
暖气片温度有时达不到18℃，是
不是供暖出现了问题？

对此，商河县集中供热管理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说：“供暖
达标中的18℃是指室内温度，不
是指暖气片的温度。”工作人员
解释道，室内温度18℃也是需要
专业人士检测的。室内温度能否
达到18℃，需要有资质的第三方
检测，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确
定是否为18℃。根据《山东省供
热条例》规定，室内温度达到
18℃需符合下列条件：1、室外温
度不低于零下7℃；2、建筑为节
能保温建筑；3、室内采暖设施设
计、施工及用材符合规范。

误区三：暖气片不

热，放放水就好了

市民李先生家中的暖气不
热，他以为是家中暖气堵塞所
致，所以打算放放水。李先生说：

“不是放放水就好了吗，咋越放
越冷了呢？”

对此，商河县集中供热管
理 服 务 中 心 的 工 作 人 员 说 ：

“ 暖 气 放 水 是 为 了 冲 洗 暖 气
片 ，如 果 暖 气 片 没 有 堵 塞 的
话，越放水越冷。”工作人员解
释道，因为暖气的压力是恒定
的，如果放水，会导致热源厂
不断加入“冷水”填充，结果管
子越来越凉。如果一栋楼放水
的多了，整栋楼温度就低，严
重者，甚至整个换热站都会停
止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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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班

1 商河县实验小学 小学 改扩建
商河县兴隆街97

号
教学楼 1000 6

2
商河县第二实验

小学
小学 改扩建 商河县兴隆街2号

教学实验

综合楼
7064 12

3
商河县郑路镇明

德小学
小学 改扩建

商河县郑路镇郑

家街

教学实验

综合楼
5917 25

4
商河县郑路镇展

家小学
小学 改扩建

商河县郑路镇展

家街

教学实验

综合楼
2400 8

5
商河县白桥镇菜

园小学
小学 改扩建

商河县白桥镇河

南王村委会
教学楼 2800 14

6
商河文昌实验学

校

九年一

贯制
改扩建 商河县商东路1号 教学楼 13399 6

7
拟新建九年一贯

制学校

九年一

贯制
新建 商河西城区 新建学校 42000 54

8
拟新建民办九年

一贯制学校

九年一

贯制
新建 商河县城东南部 新建学校 42000 54

9 拟新建高中 高中 新建 商河西城区 新建学校 90000 60

商河县 206580 239

为解决大班额问题，济南全市将在2015年至2017年间共规划新建学校
74所，其中小学41所，初中13所，九年一贯制学校14所，高中6所。规划扩建学
校66所，其中小学40所，初中9所，九年一贯制学校7所，高中10所。24日，记者
在商河县教体局了解到，商河县在此期间将改扩建学校6所，其中小学5所，
九年一贯制学校1所。新建学校3所，其中九年一贯制学校2所，高中1所。

本报记者 刘慧 通讯员 刚强

商河要建3所新学校 改扩建6所学校
24日上午，记者在商河县教体局了解

到，根据现有教育资源状况、地理环境、交
通条件、中小学服务半径、建设标准和教
学保障能力等因素，商河县调整完善了
城镇普通中小学校布局建设规划，确定
2015年至2017年期间，商河县城镇改扩
建、新建学校共9所，其中改扩建学校6
所，小学5所，九年一贯制学校1所。新建
学校3所，九年一贯制学校2所，高中1所。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村民都在
县城里面买学区房，这样可以让自家的
孩子在县城学校接受教育。”工作人员
说，但商河县城的学校数量是一定的，再
加上现在大班额教学也不利于学生的发
展，“因此很多学生可能在将来都面临着
没有学校上的状况。”

再有，目前二胎政策也已经全面放
开，几年后商河城镇的学校将会接收比
现在更多的学生，因此，新建、改扩建商
河县城、各镇驻地的学校刻不容缓。据了
解，目前商河县城镇学校共存在615个大
班额教学，共约4549人。

“要想解决这种状况，实现小学小班
额45人、中学小班额50人的教学模式，我
们还需要新增教学班99个，其中小学73
个、初中26个。”工作人员说，再有想要解
决新增义务教学阶段学龄人口约3600人
的就学需求，还应该增加教学班80个，其
中小学64个、初中16个，“2015年至2017年
间新建、改扩建的9所学校，不仅解决了
这些问题，而且还能新增高中教学班60
个，能扩大高中阶段招生3000人。”

西城区新建普通高中1所 可扩招3000人就读
据了解，商河县2015年至2017年间

新建、改扩建学校的具体规划是将在西
城区、县城东南部各新建民办九年一贯
制学校1所，两所学校的总建筑面积均为
4 . 2万平方米，新增班级54个，可容2520
名学生就读。

商河县实验小学也将新建教学楼
1000平方米，新增6个教学班，可容270
名学生就读。与此同时，商河县第二实
验小学也新建教学实验综合楼7064平

方米，新增12个教学班，可容540名学
生就读。

并且，商河县还将大力推进“全面改
薄”改扩建工程，新建校舍2 . 45万平方
米，可容2415人就读，进一步改善农村中
小学办学条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再有
为满足更多适龄人口对高中教育的要
求，西城区还将新建普通高中1所，总建
筑面积9万平方米，新增班级60个，可容
3000人就读。

2015年-2017年商河县城镇改扩建、新建学校规划表

供暖主线路遭破坏，供暖水如喷泉。

问暖热线 84888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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