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南11月10日讯(记

者 王光照 师文静) “300

万平方米的热计量试点范围

最终确定。”10日，记者从济南

市市政公用事业局获悉，试点

的民用住宅涉及25个小区；另

外，还有95个公建试点。

记者从济南市市政公用

事业局公布的试点建筑名单

中了解到，参与热计量试点

的25个小区分布在济南市中

区、天桥区、槐荫区、历下区

等多个区域。相比之下，东部

城区的试点小区较多，经十

路、经十东路、浆水泉路、燕

山东路等路段均有多处小区

列入其中。

市中区铁路南苑小区、

黄金佳苑开发公司(省府佳苑

一期)、黄金绿苑开发有限公

司(华府)试点面积超过了10

万平方米。

95个公建试点建筑中，

涉及皇冠假日、南郊宾馆、山

东大厦、泉城广场、省体育中

心等多处地标性建筑，其中

山东大厦的试点面积最大，

达248214平方米。

10日，济南市供热办有

关负责人表示，建筑的外墙

保温是推行热计量收费的关

键，此次试点选择的25个小

区，都是保温节能效果较好

的新建筑，而且供暖管道具

备并联、分户控制的条件。

这位负责人说，在新建

筑中逐步推广试点的同时，

也要加快对省城老小区墙体

保温改造，通过按楼热计量

等比较灵活的方式进行收

费。

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

相关负责人说，热计量试点

范围确定之后，近期即将出

台两部制热价的具体收费标

准，其中基础热价占按面积

收费的30%，另外的热计量收

费单价即将公布。

热计量取暖可以节省开

支，省城不少市民关心热计

量取暖何时全面推广。济南

市供热办介绍，在今年热计

量试点积累一定经验后，明

年济南市的热计量试点将大

范围展开。

记者了解到，明年大范
围开展热计量取暖，将首先
选择建筑外墙保温系数高的

居民建筑，新建筑将是热计

量取暖推广的主要项目。

本报济南11月10日讯

(记者 王光照 师文静)

安装热计量表，市民可以按

照用热需求随意开关供热

阀门，但供热企业的热源却

不能随意开关。按热计量收

费，市民省钱但供热企业却

没有节能，这是目前供热部

门较为担心的问题。

供热部门相关负责人

介绍，采用热计量收费后，

对于大多数上班族是有利

的，年轻上班族白天不在

家，完全可以白天关掉暖气

阀门，晚上回来后再打开阀
门取暖，“和原来暖气一天
24小时开着的时候相比，

这些住户交纳的取暖费会

节省不少。”

“用热量少的市民省钱

了，但对整个供热行业来说

可能并不节能。”上述负责

人坦言，不管居民如何开关

暖气，供热企业的热源其实

是一直处于运转状态，无法
随意开关。

这位负责人为记者举

了一个例子，“从黄台电厂

出来的热水，经过主管网到

朝山街，循环一圈就需要六

七个小时，如果居民把暖气

关了，管网里的热水就相当

于白循环一圈，能量也就浪

费了。”

省城25小区试点热计量收费
另有95个公建试点，热计量收费单价将公布

A10 2010年11月11日 星期四

编辑：王健 美编：马晓迪 组版：刘燕

重点

五问热计量收费
本报记者 王光照 师文静

10日，省城公布热计量取暖试点项目，今冬供暖

季300万平米建筑供暖实行热计量收费。对此，参与试

点的小区居民存在不少疑问：提前和延期供暖的热量

怎么收费？热计量试点小区居民如何报停？

丁字山路20号是本次

热计量收费的试点，住在这

里的张静告诉记者，房子里

的热计量表早就安装上了，

但是好像没有用过。热计量

供暖后，如果计量表出现问

题了会不会影响取暖？

针对这个问题，济南市

供热办表示，计量收费的试

点小区必须具备独立的热计

量表。此前供热部门已经在

具备独立热计量装置，并选

定热计量收费试点的建筑

中，逐步对热计量表进行了

检测，今冬供暖开始后，基本

可以保证热计量表准确。

实施供热计量收费的用

户，因热计量表损坏等非人

为原因造成计量数据失真

的，将最终按面积收费。

计量表坏了咋办？

计量数据失真按面积收费

由于省城实行“看天供

暖”的弹性制度，可能会使实

际供暖日期超出法定供暖日

期。在实行了热计量取暖收

费后，对于超出法定供暖日

期的采暖费怎么收？会由热

计量试点用户自己承担吗？

济南供热办表示，热计

量收费试点第一年集中采暖

用户所承担的采暖费不会超

过按面积计算的采暖费，这

一点是肯定的。在今年试点

期间，如果不出台相应规定，

热计量用户将执行济南市的

统一优惠，提前和延后供暖

期间不收取费用。

提前、延期供暖收费吗？

如无相应规定就不收费

热计量取暖试点的用户

如何报停？这是发祥巷张先
生所关心的问题。

济南市供热办表示，热

计量取暖试点期间，对已开

户正常供热的用户申请停止

用热的，由各地根据当地实际

确定是否收费，但是会适当收

取一定报停费用，最高大约不

得超过按面积收费的10%。

此外，济南市供热办表

示，目前还没有出台热计量

试点小区具体报停的新手

续，用户仍可按照既有的报

停手续申请报停。用户先向
供热单位提出报停，供热企

业按照现场勘察情况采取停

热措施。

计量表用户如何报停？

向供热单位提出报停

住在发祥巷的周先生告

诉记者，他最关心的是热计

量如何收费的问题，装上了

计量表，按照计量表来算采
暖费吗？

济南市供热办表示，收

费试点小区将按照热计量收

费实行两部制热价，一部分

是基础热价，数额为按面积交

费的30%；一部分是根据用热

量计算出的热价。如果按100

平米套内面积房子来算，基

础热价=100×26 . 7×30%=

801元。但是根据用热量计

算的热价，现在每吉焦的收

费是多少还不确定。

此外，由于省城第一年

试点热计量收费，所以在供

暖季开始前，热计量试点用

户仍然按照套内面积26 . 7

元/平米交费。等供暖季结

束后，将采取“多退少不

补”的原则，结算出最终的

采暖费。

热计量怎么收费？

热价标准尚未出炉

热计量何时全面推广？

明年将大范围展开

热计量调试期间不收费
15日开始运行计费

本报济南11月10日讯(记者 王光

照 师文静) 省城8日就开始供热调
试，那么热计量从何时开始计费？供热
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供热调试期热
计量用户不计费，热计量表目前正进
行调试，确保15日正式供暖开始准确
运行计费。

供热部门有关负责人说，目前，在
试点范围内的热计量表基本已经安装
完毕，具备分户控制条件和室温节能

要求，“现在是试供热阶段，温度也达
不到，无法计量，因此要到15日开始计
量并计费。”

“这些热计量仪表现在正在调试。”

该负责人说，由于热计量表对水质要求
很高，有些二次管网水质不达标，就容易
把表堵了。工作人员需要利用调试期，将
发生故障的热计量表打开，把里面的过
滤网取出来清洗，确保正式供暖开始时，

热计量表能够准确计算用热量。

本报济南11月10日讯(记者 王光

照 师文静) “300万平米的试点范围
装有机械和超声波两种计量表。”10

日，济南市供热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机
械热计量表占了大多数，虽然计量方
式不一样，但两种热计量表计算出的
热量相同。

据了解，目前省城的热计量表
五花八门，有的热计量表只是记录
每户使用热量的时间，每过一个小
时，计量表跳一个字。有的热计量表
按照用热的流量来计算。一些市民
未免担心，用热量到底按照什么标
准计算才合理？

济南市供热办有关负责人说，今
年的试点建筑内，主要装有机械表和
超声波表两种计量表，由于机械表成
本比超声波表低一半，因此试点建筑

内使用的多为机械表。相对而言，超声
波表计量更为准确，但对二次管网的
水质要求更高，如果水质不达标，则容
易出现堵塞等故障。

试点建筑内安装的热计量表记录
的是用热流量，再乘以每吉焦热量的
单价，最后得出热计量费用，而不会出
现按照用热时间收费的情况。尽管试
点范围内使用两种热计量表，但是这
只是计量方式不同，计算出的热量都
是一样的，市民不会因热计量表不准
而多花冤枉钱。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现在热计量
表都是由建筑开发商承担安装成本，

并不需要市民另外交费，同时济南热
计量试点采用的热计量表都是强检
表，使用三年后就必须要例行检测，如
果发现不准确将及时更换。

超声波表计量更为准确
水质如果不达标，易出现故障

省城正大花园一期已安装的计量表。（资料片）

供热部门：

热源一直运转

节能是个问题

济南铁路局职工住宅建设指挥部

外海蝶泉山庄

晶都国际南楼

发祥巷小区

群盛华城

山东高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济南黄河路桥工程公司

碧水尚景

黄金佳苑开发公司（省府佳苑一期）

省直机关住宅（审计厅宿舍）

舜兴房地产开发公司（民政厅宿舍）

山东华创置业有限公司（港澳花园）

历下市政

省环保学校

山东文孚置业有限公司（子峰苑）

历下区交警宿舍（熬角山）

省地勘局801地质大队

测绘仪器检测站

中建八局

山东建筑大学

建工花园

黄金绿苑开发有限公司(华府）

红山圣都

正大花园一期

济南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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