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错，没错，城区供暖费涨到每平米 23 块啦

低保户涨到 18 元，非居民取暖用热还是 2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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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本报聊城 10 月 31 日讯(记者

杨淑君 张召旭) 没错！城区

一些小区物业贴的收费通知没

错，城区供暖费确实涨到建筑面

积每平米 23 块啦。记者 31 日从

市物价局获悉，有关城区供热价

格调整方案的文件 10 月 28 日就

已印发。

10 月 31 日，市物价局有关

工作人员介绍，有关城区供热价

格调整方案的文件是 10 月 28 日

下午印发的，只不过当天是周

五，下午印发后就下班了，随后

又赶上周末，就没对外公布。

根据调整方案，居民取暖

用热价格每建筑面积平方米由
2 0 元调整为 2 3 元，阁楼和假

层 安 装 供 热 设 施 且 有 房 产 证

的，按房产证上的建筑面积收

取供暖费，没有房产证的，按

阁楼和假层平面面积的 2/3 收

取。没有安装供热设施的不收

费。

持“低保证”的居民取暖用

热价格由每建筑面积平方米 15 元

调整为 18 元，增支部分每年由财
政继续补贴。非居民用暖维持现

行每建筑面积平方米 27 元，层高

超出 3 米的部分，用暖价格由供

用双方协商确定。

此外，工业用热价格维持现

行政府指导价每吨 180 元不变，

允许上下浮动 15% ， 2011 年冬季

供暖期仍为 120 天，室内温度不
低于 16℃ 。

本报聊城 10 月 31 日讯(记者

杨淑君 张召旭) 城区供热价

格调整方案提出“分户计量”执

行两部制热价，先按“基本热

价”预收费，按用热量结算时

“多退少不补”。

根据调整方案，城区新建或

既有建筑已完成节能改造、安装

了供热计量设施，具备按用热量

分户计费条件的热用户，执行两

部制热价。

供热价格由基本热价和计量

热价两部分组成。基本热价按总

热价(面积热价)的 50% 计算，计

费面积为建筑面积，计量热价按

计量表装置度数收取。价格调整

后，基本热价每建筑面积平方米

由 10 元调整为 11 . 5 元；持“低

保证”的居民取暖基本热价每建

筑面积平方米由 5 元调整为 6 . 5

元；非居民取暖用热价格维持现

行基本热价每建筑面积平方米

13 .5 元。

实行两部制热价的，供热费
用结算实行“多退少不补”。即

在结算热费时，先按建筑面积和

现行供热价格计算热费一次性预

收，供热结束后，按供热计量收

费高于按建筑面积收费的部分，

不再向用户收取；低于按建筑面

积收费的部分，在供暖季结束后

两个月内退还用户。因热计量表

损坏，以及质量原因造成计量数

据失真的，按建筑面积收费。

格延伸调查

不少市民盼“分户计量”

“分户计量”节能又省钱。

最近，不少市民拨打本报问暖热

线 8451234 ，询问自己小区何时能

使用分户计量。

三里铺风景小区居民李先生

说，看到湖西花园小区能使用分

户计量， 1 4 8 平的房子全天供

暖，一个冬天仅用 1700 元的暖

气费，比按建筑面积交费省多

了。“听说一些小区正在进行改

造，不知道我们小区什么时候也

能这样。”“明年才交房的小

区，供热是不是分户计量？”市

民温先生问，有关部门对于新建

建筑的供热方式有没有明确规

定。

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

目前全市参与供热分户计量试点

的居住面积约 72 万平方米，涉

及小区 28 个，居民 5000 户。根

据 10 月 17 日印发的《聊城市既

有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实施

细则》， 2007 年 10 月 1 日以后竣

工的新建建筑，未安装供热系统

控制装置、计量与温控计量装置

或已安装但不达标的建筑，责令

原开发建设单位限期整改。

分户计量先收“基本热价”

按用热量结算时“多退少不补”

本报聊城 10 月 31 日讯

(记者 杨淑君 张召旭)

“看来涨价已成定局，一下子

涨 3 块钱实在超出预期。”10

月 31 日，一些市民得到涨价

的确切消息后，连说难以承

受，打算放弃用集中供暖。

“ 160 多个平方的房
子，光供暖费就得 3700 多

元，比去年多 500 多元。”

朝阳花园小区居民张先生

说，他去年做生意亏了本，

家里还有两个读高中的孩

子。“供暖费这么个涨法实

在用不起，今年冬天准备不
用集中供暖了。”

劳动局家属院居民王女

士说，涨到每建筑平方米 23

元超出了她的预期。燃煤价

格上涨、供热企业成本增

加、经营压力增大，这些大

家都能理解，但供暖价格上

涨还应该考虑市民的承受能

力。“燃煤价格上涨的压力

不能全部转嫁到老百姓身

上。”

柳泉花园公安小区物业

人员说， 10 月 29 日接到供

热公司关于今年供暖涨价的

通知后，就挂出了收取供暖

费的通知，到 10 月 30 日下

午仅有一名居民缴钱。因为

没看到物价局关于供热价格

调整的相关公告和文件， 10

月 31 日又将缴费通知撤了回

去。

供暖费一涨价，一些市民打算停用
有小区收了一天多，就一名居民缴暖气费

本报聊城 10 月 31 日讯

(记者 张召旭 杨淑君)

“价格涨了，温度还和以前

一样不达标该怎么办？” 31

日，不少市民致电本报问暖

热线 8451234 ，询问提价的

同时服务能不能跟上。

据介绍，《聊城市城市

集中供热管理暂行办法》规

定，在用户足额缴纳热费、

用热设施符合国家设计规

范、用户内部供热设施运行

良好的情况下，居室温度应
不低于 16℃ ，整个供暖期室

温合格率不低于 98% 。经测
定，确认被测房间供热温度

不达标，属于供热单位原因

的，供热单位应当采取措

施，保证供热温度达到规定

标准。

在供热温度达标之前，

供热企业应根据不合格温度

的天数和面积退还热费。

平均室温每低于合格温度
1℃ 按不合格面积及时间

减收热费 10% ，平均室温
在 1 0℃ 以下的按不合格

面积及时间免收热费。这

部分热费，直供小区由供

热企业减免，有分散换热

站的小区则由小区物业减

免。因用户遮蔽散热器、

擅自改动室内供热设施等原

因，致使供热质量不达标和

造成相关损失的，责任由用
户承担。

价格涨了

温度不达标咋办

本报聊城 10 月 31 日讯

(记者 张召旭 杨淑君) 31

日，有市民拨打本报问暖热

线 8451234，询问阳台、厨房
没有安装暖气片，是否应该

收费以及收费标准。

对此，市公用事业管理

局供热办工作人员解释，今

年物价局出台了新的供热价

格，未对阳台、厨房收费另

作说明。

该工作人员说，尽管阳

台和厨房没有供暖设施，但

暖气会在整个房间内热传导。

居民采暖用热计费面积原则

上以《房地产权证》或房地产
权属档案载明的建筑面积为

依据，封闭阳台与房间等连在

一起的按全面积计算计费面

积；如果原设计是敞开式阳

台，则其面积的一半已计入套

内建筑面积，也就是说原设计

未封闭阳台的一半面积是计

入采暖面积的。

阳台没装暖气片

为啥收费

柳泉花园公安小区物业 10 月 29 日挂出的收取供暖费的通知。

本报记者 杨淑君 摄

一小区自管站已经做好供暖准备。(资料片)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