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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3月16日零点开始，我省各地陆续进入停暖期。即将过去的一个供暖季，因供暖成本大降而采暖费不动
或降价很小，我省供暖问题引发很多争议。如今快要停暖了，人们的关注目光再次聚焦到供暖问题上。本报全
省17市记者联动，从当地供暖部门获悉，停暖日期已近，但各地的做法不一，有的将按时停暖，有的将延迟几
天，还有的在观望。

供暖季将结束

供供暖暖是是否否延延期期，，各各地地做做法法不不一一
因本周全省天气回暖明显，延期供暖的地方不多

本周气温回升快

后天最高近20℃

本报济南3月13日讯（记者 任
磊磊） 据省气象台预报，我省本周
前期天气晴好，气温回升；后期有一
次降水过程。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本
周的周末白天温度基本维持在
15℃—21℃之间，且呈现稳定上升
的趋势，市民要抓紧时间享受这短
暂的春日时光。

春天来了，连翘花、迎春已经早
开了，樱花也会陆续开放，随着温度
回暖，鲁中地区回温较早的将提前
享受春日赏花的乐趣。据省气象台
预报，本周我省前期天气晴好，气温
回升明显，16日起我省最低气温大
都在 3℃、4℃以上，最高温接近
20℃；后期有一次降水过程。降水过
程主要是17日～18日（周四～周五），
鲁中东部、鲁南和半岛地区有小雨。

定陶十里铺北遗址

入围全国十大考古

本报菏泽3月13日讯（记者 李
德领） 近日，国家文物局官方网站
公布了“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初评结果，记者了解到，25项
考古发现入围终评，其中，定陶十里
铺北遗址成功入围，这也是我省唯
一一个入选项目。

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菏
泽市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和定陶县文
物局联合发掘的十里铺北遗址，位
于定陶县仿山镇十里铺村北约100

米处，在菏曹运河湿地景观带工程
的施工过程中被发现。2014年下半
年至2015年春季，省市县三级文物
保护部门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
勘探和发掘。经勘探了解，遗址完全
淤埋于地表下，由北部的堌堆遗存
及西南、东南部的两块岗地构成，南
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300米，总面
积9万多平方米。北部堌堆遗存文化
堆积平均厚达2米，上部普遍覆盖
0 . 7米-2 . 1米厚的淤积层，包含大汶
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东
周、汉、唐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
尤以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代晚期
遗存最丰富。

枣临铁路5月份

有望开通客车

本报枣庄3月13日讯（记者 高
祥森 通讯员 曹建明） 记者今
天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建成后只跑
货运列车的枣临铁路，很快将有大变
化，预计今年5月份，先期两对客运列
车将在这一东西大动脉上驰骋，枣
庄、临沂两地居民来往将更加便捷。

作为山东省“四纵四横”铁路网
的重要组成部分，枣临铁路西起滕
州井亭站，经税郭、兰陵县北，至临
沂朱保车站，全长118公里，线路等
级为二级国有铁路。该铁路于2010

年5月18日开工建设，2012年11月29

日正式通车，形成鲁南地区直达日
照港、岚山港的便捷出海大通道，年
输送能力为1800万吨。

枣临铁路开通客运业务，将方
便临沂、枣庄、日照、济宁、菏泽等地
人民群众出行，对鲁南乃至整个山
东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看天

由于去年煤炭价格一直较
低，市民对供暖费用争议较大。
为了更好地维护市民利益，根
据省城供热企业经营情况、并
考虑往年供暖用户对供暖时间
的需求，省城去年供暖开始前
决定暂不调整居民采暖价格，
通过延长10天供热时间的方式
予惠于民，即比原定供暖时间
提前3天，比原定停暖时间延长
7天。省城一热企负责人告诉记
者，延长7天的停暖时间，“也就
意味着省城今年的正式停暖时
间为3月22日24时。”

记者了解到，其实省城从
2008年便开始试行“看天停暖”
的制度。2010年由于降温，停暖
时间延长至3月20日；2011年，
采暖季延长至3月18日；2012
年，采暖季并未延长，然而3月
18日天气突然大幅降温，让不
少市民措手不及；2013年延长
到3月26日。2014年和2015年，
停暖时间都适当地进行了延
长。“往年的看天停暖，只有各
个热企严格按照供热主管部门
的要求执行，很多自管站和小
锅炉房并没有执行。”济南一热

企负责人介绍，这些自管站为
了节省成本，仍然在3月15日停
暖。此次延长到3月22日停暖，
不仅要求热企遵守，“根据物价
部门的文件，自管站、小锅炉房
等供暖单位也要遵守。”

泰安以往的停暖日期都是
3月15日，2015年取暖费调整的
时候，据泰安市物价局相关文
件，供暖时长调整为130天。记
者从泰山城区热力、中正东城
供热和盛源热力采访获悉，从
2015年11月起，供热时间调整
为每年11月10日至次年3月20
日，三大热力公司将于3月20日
停暖。“以前也延长过，不过都
是1天到2天，这是首次延长5天
停暖。”盛源热力公司聂经理
说。

3月11日，德州市中心城
区供热领导小组下发《关于延
长供热时间的通知》，表示将本
采暖季供暖时间延长三天，原
定于 3月 15日停暖延长至 18
日。

（记者 蒋龙龙 王世腾
贺莹莹 实习生 田丽怡

陈瑛）

1、
济南泰安德州城区供暖延三到七天

13日，记者从淄博各大供
热企业了解到，除非特殊天气，
淄博市将按规定时间，在3月16
日零时停止集中供暖。

淄博市公用事业局行业管
理科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未接
到市政府关于提前或延长供暖
时间的通知，一般就按照规定的
3月15日停止供暖。“即便是停止
供暖，市民家中的暖气也是逐渐
降温，还是有余温在,不会一下
子就感到特别冷。”该负责人表
示。如果出现气温较低，供热企
业会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供
暖时间，但是不会另外收取费
用，据淄博气象部门预报，本月
15日前，最低气温都在0℃以
上，15日以后气温还将稳步上
升，所以今年的停暖时间应该
是15日。

记者从聊城市供热主管部
门也获悉，目前暂无延期停暖
计划，如无大幅度降温等意外，
3月16日零时将正式停暖。据介

绍，根据《聊城市城市集中供热
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单位和居
民采暖期为每年11月15日至次
年3月15日。一般来说如果3月
12日至15日出现连续几天气温
低于5摄氏度，就会考虑延期停
暖。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最
近几天聊城市最高气温已经逐
渐回升到15摄氏度以上。若无
大幅度降温等意外情况，16日
零时将正式停暖。

按照临沂市去年10月份确
定的城区供暖价格下调方案，
临沂市城区居民生活集中供暖
时间，从每年11月10日至次年3
月20日，随着近期气温逐渐回
升，城区居民集中供暖结束时
间也成为千家万户关注的话
题。据临沂市供热部门工作人
员介绍，如果没有极端天气出
现，临沂市城区集中供暖将于
3月20日停止。

（记者 高祥 张召旭
樊舒瑜)）

2、
淄博聊城临沂按时停暖

虽然距停暖时间还有短
短几天，但目前有不少地方
还没有最终决定是不是要延
时停暖。

13日下午，记者致电济
宁供热部门时，获悉，他们
会在 14日开会商量是否延
期。同日，记者联系潍坊供
暖部门时，他们也表示正在
开会研究，结果将于14日发
布。同日记者联系菏泽供热
部门获知，何时停暖最快要
等明天（14日）才有准信，两
位热企负责人均表示：“明天

开会研究，然后报市政府批
准。”

滨州的情况也未最终决
定，据有关人士介绍，近几
年，供暖时间延长与否主要
是“看天停暖”，根据气温情
况，保证市民的舒适度。据统
计，自2010年供热体制改革
以来，滨州延长供暖时间的
情况还曾出现过两次，分别
为2010年和2014年，延长时
间均为三天。

（记者 李运恒 景佳
李晓东 庄子帆）

3、

济宁潍坊东营菏泽滨州还在研究中

根据2014年通过的《山东省供热条例》规定，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确定当地采暖供
热期，明确供热期起止日期，向社会公布，并根据气象情况适时调整供热期限。供热企业不得延迟
或者提前结束供热。同济南一样，虽然停暖的时间不尽相同，但省内的多个地市也是施行“看天停
暖”政策。例如日照的停暖时间便为每年的3月25日，但也根据天气情况进行适当的延期。临沂市
每年的停暖时间为3月20日，也会根据天气情况进行延期。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据了解，由于我省东部
沿海的内陆地区气候差别
较大，全省的供暖停暖时间
并不统一。内陆地区大部分
是从11月15日起开始陆续
停暖。而沿海的青岛、威海
两地要晚得多，按照行业规
定，停暖时间是4月5日，日

照的停暖时间为3月25日。
由于距停暖时间还较长，记
者获悉，有关部门皆尚未考
虑供暖是否延时的问题，从
往年的情况看，延时的情况
不多，但均表示如遇特殊情
况，也会做到看天供暖。
（记者 刘媛 许君丽）

4、
青岛威海日照停暖尚早未考虑

市市民民质质疑疑延延长长77天天供供暖暖有有些些机机械械
近日，记者从济南热电、

济南热力、黄泰热力等省城热
企获悉，各热企将按照济南市
供热主管部门要求的时间停
暖，“并将根据气温的变化，合
理增减热流量。”

13日，家住济南北坦片区
的一位居民告诉记者，“虽然

今年停暖时间延长到了3月22
日，但是意义并不大。”该居民
反映，自从气温升高后，虽然
户 内 的 温 度 一 直 能 保 持 在
18℃以上，但户内的暖气片温
度也在逐渐降低，因为不需供
那么多热了。

记者查询本周天气预报

发现，省城的气温将从14日起
开始回升。从周三起，省城的
最高温度可达到18℃以上。

“即使不供暖，关闭门窗，室内
的 温 度 也 能 达 到 供 暖 的
18℃。”该居民质疑，如果供暖
企业仍然足量供暖，“不仅浪
费能源，而且居民的室内温度

过高，也不利于健康。为了完
成供暖天数而进行供热实在
有些机械。”

“去年提前3天供暖，延长
7天停暖。”该居民认为，如果
下个供暖季，济南市仍然要延
长10天的供暖时间，应该更灵
活机动一些。 记者 蒋龙龙

山东多地施行

看天“停暖政策”

链接

济南供热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管网运行情况。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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