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停暖即开工”，为下一采暖季做准备
济南市济阳新城供热有限公司做好辖区各换热站供热设备、阀门保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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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运行设备全方位体检
进行深层次保养

在济南市济阳新城供热有限
公司辖区，现有新华热源和兴阳
热源两处热源，供热运行季通过
首站、各换热站设备和一次网、二
次网等逐级管网，将热量源源不
断地输送到千家万户。早在运行
末期，公司工作人员对运行设备
和关键阀门进行了全面保养，停
运后为使运行设备、各级管网关
键阀门能够顺利度夏，对供热首
站、一次网阀门、各换热站、二次
网阀门以及各小区、楼、单元阀门
进行逐级维护保养，确保在新的
采暖季阀门能够正常关断、开闭
灵活，为辖区安全、稳定、连续、高
效的供热运行服务提供了保障。

济南市济阳新城供热有限公
司供热一次网阀门、二次网阀门和
各换热站内外阀门，是运行、控制、
抢修的关键，经过整个采暖季的高
负荷运转，检修保养十分重要。辖
区一次网阀门共75对，其中59对
位于阀门井井室内，冬季运行季期
间，阀门长期处于高温、高压、高湿
状态，容易出现井室积水、杂物、阀
门灰尘、阀体生锈等情况。为进一
步保障阀门断开灵活，工作人员利
用停运时间，对一次网75对关键阀

门进行除污、除尘、除锈、上油、保
温层、防腐处理，对59个一次网阀
门井进行抽水、除污、除尘、统一粉
刷橙红色防锈漆处理。

截至目前，济阳辖区已完成正
安路、华阳路、纬一路、纬三路、纬
四路、经二路、龙海路、安康街、富
强街，从新城区到老城区的一次网
阀门保养工作，下一步公司将按照
济南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阀
门保养相关要求，组织专项检查小
组，对辖区一次网保养效果进行检
查，保障一次网阀门保养的效果。

“冬病夏治”细致检修
保障下一季供暖

一次网阀门位于换热站前端，
二次网阀门位于各小区与各换热
站之间，二次网阀门保养对于热量
分配、热平衡调节、应急抢修等十
分关键，而技改检修却非常有难
度。为进一步提高辖区供热服务质
量，公司对2020-2021采暖季诉求
比较集中的楼、单元，利用停运后
进行保养、技改检修，全面提升济
阳辖区的供热运行能力，并对二次
网阀门进行全面保养工作。

济南市济阳新城供热公司有
二次网阀门7400多个，5700多个
站外阀门包括分支阀门、楼前阀、
单元阀等，采暖运行季二次网阀门
的开闭灵活为调节流量、调节供热
平衡、突发事件抢修起到关键性作

用。与一次网阀门相比，二次网阀
门具有数量大、种类多的特点，给
阀门保养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公司利用停运后半个月时
间，对各换热站的运行设备进行
集中检修保养，对1300多个站内
阀门、6100多个站外阀门进行细
致排查、保养，按照换热站和管线
逐个进行除尘、除锈、刷油等处
理，对暴露在室外的阀门，上油后
用保鲜膜包裹，保障阀门的开启
和顺利使用。对腐蚀严重损坏的
阀门及时列入检修技改计划，停
运后开展集中检修、更换。

通过二次网阀门的保养工作，
进一步保障辖区各小区、楼、单元
的阀门断开使用灵活，能够顺利度
过多雨的夏季，并为下一采暖季打
下良好基础。

完善生产运行数据
保障冬季高质量服务

在做好一次网、二次网设备关
键阀门保养的同时，济南市济阳新
城供热有限公司积极做好辖区供
热设施设备台账建设和完善工作，
为各换热站设备上“户口”。

通过各片区、换热站的现场勘
查，现场记录，对站内运行设备的
型号、功率、供热面积等进行统一
梳理，对更换设备进行记录，保障
各换热站处于良性备运状态，保障
采暖季的正常运行。

济阳区扶贫办举办
“济阳先锋课堂”第一课

济阳区扶贫办开展党员
“双报到”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4月15日讯（通讯员
杨维娜） 4月9日，济阳区

扶贫办全体党员干部在会议
室举办“济阳先锋课堂”第一
课暨“品读红色经典”党员读
书月活动启动仪式。

活动中，传达学习了《关
于开设“济阳先锋课堂”落实
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的实施方
案》《关于认真组织开展“品
读红色经典”党员读书月活
动的通知》文件精神。随后，观
看《我来讲党课第六集——— 党
建引领奔小康 乡村振兴共

富裕》。
支部书记王国庆讲话指

出，要弘扬脱贫攻坚精神，以
党建引领促工作，创建扶贫办
党建品牌，在丰富多彩的党建
活动中享受过程，激发干劲，
启迪智慧。要在思考、学习、实
干中做一名与时俱进的干部，
以滴水穿石的勤奋、滚石上山
的劲头、爬坡过坎的勇气，锲
而不舍的毅力，突破极限，奋
力前行，以坚定的信仰、昂扬
的斗志、优异的成绩热烈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回河街道开展
新冠疫苗宣传“赶大集”活动

济阳区实验小学于4月9
日召开“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党总支书记甄勇作动员讲话。
实验小学各党支部和党员领
导干部充分认识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在学史知
史中传承革命精神、加强党性
锤炼、砥砺政治品格、践履知
行合一，汲取宝贵经验，不断
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
平，不断推动实验小学高质量
发展。

（刘丽佳）
近日，济北小学五年级全

体师生在学校报告厅参加“人
间四月，走进经典”戏剧节活
动，同学们在戏剧表演中体会
诸葛亮巧施妙计向曹操“借
箭”的运筹帷幄，感受武松景
阳冈上赤手空拳打死猛虎的

勇武机敏，感悟《西游记》里师
徒四人为取真经跋山涉水的
磨难，更感慨三英战吕布的勇
猛和不畏牺牲……一幕幕历
史被创编重现，在剧情编排的
过程中，同学们对经典名著的
感悟更加生动立体。

（霍媛媛）
为进一步增强师生的国

家安全意识、普及国防知识，
让师生们树立起为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理
想和信念，近日，孙耿中学举
办了一场以“加强国防教育
培养浩然正气”为主题的国防
教育讲座。整个讲座旁征博
引，数据翔实，观点敏锐，既有
清晰的历史脉络，又有具体事
件的介绍，在同学中引起强烈
的共鸣。

（刘敏）

教育简讯

本报讯 为加快新冠疫苗
接种进度，4月12日，回河街道组
织工作人员走进回河大集，开
展新冠疫苗接种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通过发放宣传
单、悬挂横幅、张贴海报等方
式，向来往群众宣传疫苗免费
接种的政策和知识，告知接种
地点、时间、注意事项等。同
时，在人员密集处设置咨询
台，工作人员运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大力宣传疫苗在保护个
人健康、控制疫情方面的积极

作用，针对群众关注的接种禁
忌证、注意事项等问题进行现
场答疑，传递疫苗接种安全
性、有效性的科学信息，引导
广大群众消除顾虑，履行社会
责任，提高疫苗接种知晓率和
接种意愿，做到应接尽接。

此次疫苗接种“赶大集”
活动，共发放宣传页500余份，
有效提高了群众对接种新冠
疫苗的认识和主动性，取得了
良好的宣传效果。

（胡静）

本报4月15日讯（通讯员
杨维娜） 为进一步推动区扶
贫办党支部与联系社区党支部
共驻共建、互联互通，充分发挥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
模范作用，4月12日，区扶贫办组
织党员和扶贫解困志愿服务队
的志愿者来到济北街道正安社
区，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和党员“双报到”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党员干部们自带
工具在责任区开展新时代文
明实践卫生大扫除。党员干部
们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分
工明确，团结协作，清扫路面、
清理小广告、摆放乱停的自行
车，忙碌却又井然有序，同时
还开展了垃圾分类及环境卫
生宣传，及时劝导沿街商铺居
民不文明的行为。

随后，围绕共建内容进行
了座谈交流。济北街道分管副

书记胡玉建同志介绍了社区
建设规划、正安社区书记高鹏
详细介绍了社区需求清单。

办支部书记王国庆对社区
“双报到”工作高度重视，仔细研
究社区的需求，为社区今后发
展提出意见和建议，与社区达
成共识，主动认领了社区需求
清单和共建项目。并要求广大
党员和志愿者积极参与社区建
设，发扬脱贫攻坚精神，冲锋在
前、带头奉献，开展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共建活动，助力社区
建设，为社区服务添彩。

在此次志愿服务活动中，
党员干部们服务一线、奋勇当
先，通过实际行动践行服务社
区的初心，以真心、真情、真意
服务社区群众，形成良好的党
员“双报到”服务氛围。责任区
面貌焕然一新，受到群众的一
致好评。

在济南市济阳区城市公用事业发展中心、济南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济阳区国资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上级主管部门领导下，济南市济阳新城供热有限公司按照“停暖即开工”“居
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的工作方针，停暖后，转移工作重心，立即对辖区供热首站、一次网、
各换热站、二次网运行设备进行检修保养和技改检修工作，为下一采暖季做准备。

本报4月15日讯（通讯员 张
健） 在区政府的大力推动及上级
主管部门的领导下，济南市济阳新
城供热有限公司，按照“程序合规、
施工安全、过程环保、质量优良、工
期合理、成本节约、整洁文明”的相
关要求，做好辖区重点项目推进工
作，进一步加快济阳区供热规划编
制，稳步推进辖区供热配套设施建
设落地。

其中，为不断满足济阳区西南

片区和老城片区集中供热用户及
工业用蒸汽用户日益增长的用热
需求，结合区域城市规划，济阳新
城供热积极推动“西南片区供热管
网项目”“西南片区热源项目”的设
计建设，推进“老城区供热管网升级
改造”“汽改水”等工作，为辖区供热
基础设施建设打下良好基础，稳步
提升辖区供热运行能力，真正做到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济南市济阳新城供热有限公

司将秉承“暖万家”的服务宗旨，利
用停运后的有限时间，积极做好辖
区既有供热设施的技改、检修、保
养，保证在下一采暖季来临前，保
质保量地为济阳的“千家万户”送
去高质量的供热运行服务。

稳步推进辖区供热配套设施
重点项目建设，加快完善供热规划
的编制工作，逐步形成济阳主城
区、老城区、西南片区供热“一张热
网、互联互通”。

葛延伸阅读

稳步推进西南片区、老城片区集中供暖项目建设

加快供热规划编制工作

工作人员进行细致的检修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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