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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今冬采暖期自11月10日开始约130天
价格跟去年保持一致仍采用预收方式，居民住宅为23元/平方米

引物业、强管理，老旧小区焕发新生机
老旧小区设施差、麻烦多，普遍存在人

口密集流动大、街巷狭窄拥堵塞、设施陈旧
脏乱差等问题，大部分小区没有专业物业，
很多修修补补的工作都需要社区工作人员
承担，引进物业、加强管理也成为老旧小区
改造升级迫在眉睫的问题。

今年，街道党工委牵头，在城市基层党

建联合体架构下成立红色物业专业委员
会，吸收部分业委会和物业企业成员单位，
明确专委会和相关成员单位职责，配备4名
专兼职工作人员，承担专委会日常工作。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区分商业楼
盘、单位宿舍、村改居或城中村小区等不同
类型住宅，分类施策，在充分听取群众意见
的基础上，采取引入专业化物业企业或选
择社区自办物业等方式，扩大物业服务覆
盖范围。对于市场失灵、自治失效、管理失
序的小区，由社区成立公益性物业服务站，
按照低价有偿原则，向居民提供基本物业
服务，免除困难家庭费用，实现了辖区内20
个社区(村)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加装电梯、整修路面，“脏乱差”变身
“美如画”

9月6日，岱庙街道东湖小区23号楼新装的
电梯正在做最后测检，为投入使用做准备工
作。去年以来，东湖社区积极探索老旧小区加
装电梯工作，通过测评民意、前期公示、楼体

抗震鉴定、手续审批等过程，电梯公司按照
“一梯一案”的方式设计每栋楼安装方案，先
期在23号、35号楼施行电梯安装工程，受到居
民的认可和一致好评。目前，小区内共加装电
梯16部，已投入使用3部，正在施工13部。

不仅在东湖小区，有着70多年历史的市
场社区，秉承“创建为民、修路便民”的理
念，8月底已完成辖区内全部主次干道及背
街小巷路面提质改造工程，先后投入150万
元，铲平以前的水泥路面，改为铺设柏油
路，铺设面积约11000平方米，更换小区内
雨、污、水地下管网基础设施，改善排水系
统，提高防汛能力，真正建成一条民生路、
景观路、连心路。

同时，针对社区市场内部分商户门前
脏乱差的“老大难”问题，社区工作人员联
合物业、商户们一起，制定详实可行的整改
方案，划分经营区域，落实门前五包，拆除
乱搭乱建、清除垃圾死角、清理乱贴乱画，
全面提升市场经营环境，让曾经的“脏乱

差”变成如今的“美如画”。
95个网格驿站，贴心服务“老居民”
为更好满足小区居民所思所想，做到

“小区虽老旧、服务不断档”，街道投入1200
万元，在辖区内20个社区(村)建设95个实体
化网格驿站，总面积5000平方米，分布在小
区一角、街头巷尾，将服务触角延伸到社区
每个角落。同时街道打造了红色物业管到
家、好么拼拼么都有、到家帮帮不用愁、共
享家什乐悠悠系列服务品牌，让服务融入
万家灯火、柴米油盐。

为了方便居民随时联系，每个网格驿
站制作了印有网格长电话的温馨联系卡，
发到居民手中、送进群众家门。

除此之外，到家帮帮服务团队挖掘社
区具有特长的志愿者、社区热心人，低偿、
无偿为居民提供水电维修、助老保健等服
务，解决生活中的疑难杂症；社区购置部分
维修工具摆放在网格驿站，居民随时借用，
解决居民不时之需。

创城看变化 岱庙街道：老旧小区改造让居民安居更宜居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郭健 通讯员 张炎佳

泰山区岱庙街道地处老城区，辖区内
老旧小区众多，面对老旧小区设施差、麻
烦多、创城问题尤为突出的现状，街道按
照“一区一策”的方案，对辖区内老旧小区
提升改造，通过补齐、更新配套设施，优化
管理和服务水平，力争“硬件提升”、“软件
过硬”，让居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创城带来
的便利，最大限度提高生活幸福感。

本报泰安9月17日讯(记者
王坤 通讯员 杨虎) 9日，邮储
银行泰安市火车站支行喜迎网点
新址开业，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广
大新老客户的光临。据介绍，这是
邮储银行泰安市分行优化网点布
局、推进网点系统化转型、践行普
惠金融的又一利民举措。该行多
年来立足地方经济发展，积极践
行普惠金融的理念，将业务发展
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和谐共振，
争做百姓心中的好银行、企业客
户合作的好伙伴。

该支行新址位于东岳大街392
-1号(文友书店东66米)，占地面积
400多平方米，内部功能区、设备、
台席配置进一步优化，设立了个
金业务区、公司业务区、客户休息

等待区、24小时自助
服务区、理财服务区、
网银体验区等多个功
能分区，并配有专业
理财经理，为广大客
户提供优质、专业、全
方位的金融服务体
验。为了更好地回馈
新老客户，实现业务
发展与服务水平齐头
并进，该支行开展了
多项客户回馈活动，
以答谢新老客户支
持。

新网点，新服务，新起点。据
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火
车站支行将以此次迁址为新起
点，继续秉承优质服务理念，以更

加温馨舒适的环境、更加优质周
到的金融服务回馈广大客户，为
泰安市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
更大的贡献。

本报泰安9月17日讯(记者
王坤 通讯员 杨虎) 为进一步
推进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提高社
会公众对金融风险的识别能力和
防范意识，9月份以来，邮储银行
泰安市分行开展了以“金融知识
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理
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为主
题的宣传教育活动。

丰富宣传内容。精心设计了
抵制非法集资、支付安全、个人
信息保护、理财知识宣传等贴近
百姓生活的宣传折页。同时发动
员工，将防范电信诈骗、网络安
全、反洗钱等金融知识制作成抖
音、微视、美篇等电子宣传产品
进行推送，提升宣传覆盖面。

依托网点宣传。各网点在营
业厅内张贴海报，摆放宣传折页、

利用LED屏幕滚动播放标语，大堂
经理利用客户等候时间开展厅堂

“微沙”，讲解金融知识，营造金融
知识普及氛围，让人民群众更好
地共享金融改革发展成果，满足
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开展外拓宣传。全员参与，
陆续开展了送金融知识进社区、
进农村、进商铺、进工厂、进公
园、进体育场、进夜市等特色宣
传活动。充分发挥自身点多面
广、遍布城乡、服务三农的优势
与特色，以低净值人群实际需求
为导向，尤其对老年人、务工人
员开展面对面宣传，了解他们的
金融需求，现场解答客户问题，
帮助金融消费者提高防范和应
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能力，减少风
险的发生。

邮储银行泰安市火车站支行网点迁址开业
贴心服务全面升级

邮储银行泰安市分行
开展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本报泰安9月17日讯(记者 王坤) 近
日，泰城各小区注水打压正在有条不紊进行
中，泰山城区热力公司及泰安市中正东城供
热公司相继公布了本采暖季缴费时间及方
式，今年采暖价格跟去年保持一致。

据了解，今冬供暖收费标准仍然执行泰
价格发[2015]54号文件，采暖价格执行以下标
准：①按建筑面积预付热费：居民住宅为23元
/平方米(130天)；非居民住宅为33 . 6元/平方
米(130天)，采暖期结束后按照相关文件要求
统一进行结算。②实施热计量小区的居民客
户，采暖期前统一按面积预付热费，采暖期结
束后统一按两部制热价进行结算。收费标准
依照市物价部门文件为准。今冬采暖期自
2020年11月10日开始，约130天。另外，根据泰
安市物价局相关文件规定，在供热计量整体
改造完成前，对居民用户按照用热收费数额
超过供热面积收费额的，其超过部分的收费

上限不得超过10%。用户不具备分户用热计量
条件或因热计量装置损坏以及质量等原因造
成数据失真的，按供热面积收费。

同时，本采暖期暂停用热、恢复用热、供
热面积或房屋产权发生变化的，需要及时办
理相关业务手续，城区热力本采暖期报停业

务截止日期为10月10日，需要报停的市民需
携带户主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到城区热力客
户服务中心办理相关手续。中正热力本采暖
期报停业务截止日期为9月30日，需要报停
的市民可通过“泰安东城供热”微信公众号

“在线报停”渠道办理。

本报泰安9月17日讯(记者 薛瑞 通讯
员 黄丽娟 任冰) “看到‘小美’们把小区
里打扫得这么干净，我们也教育孩子得从小
爱护环境！”走进泰山区财源街道乐园社区，
环境干净整洁，身穿红色马甲的志愿者身影
随处可见，赢得了居民的点赞和支持。近期，
泰山区各部门发挥部门优势，汇聚合力，为
文明创建贡献力量。

作为当地的老旧小区，乐园社区共有居
民楼37栋、居民7000余人，社区居民以老年
人为主，并且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泰山区工
信局是乐园社区文明创建的包保部门之一，

他们将更多的人员、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对
小区的全面整治中，在与社区工作人员一同
打扫街道、楼道卫生、清理各类小广告的同
时，还协同物业装运垃圾、协调车辆定点摆
放，积极向社区和物业反映居民需求，共同
商讨各类问题解决途径。

而近期，同样下沉到泰山区各个社区、
各个路段、各个市场商圈，以志愿者身份投
入文明创建的，还有该区近70个区直单位和
部门。随着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逐步深入和
细致，泰山区激发部门活力，积极组织各部
门志愿者力量下沉开展志愿服务，汇聚起文

明创建的强大合力，用实际行动扮靓城市文
明底色。

本报泰安9月17日讯(记者 金
文茜 通讯员 黄丽娟) 16日下
午，“问鼎东岳,居之泰然”居然之家
城市广场投洽会启动仪式，在蓝海
御华大饭店三楼御华厅举行。

据了解，居然之家城市广场
不仅是 2 0 1 8年当地市级重点项
目，也是泰山区发展现代商贸服
务业的重要成果，项目的建成将
实现家居产品销售、高端品牌体
验与日常休闲、娱乐、社交等多业
态的有机融合，最大限度地发挥
叠加协同效应，服务周边群众，改
善区域环境，提升泰城东部城市
形象，为泰山区和企业带来良好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会上，泰山区委书记王爱新表
示，今天的启动仪式只是起点。今
后，当地将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
努力，始终秉承“为投资者着想、帮
投资者盈利、促投资者成功”的宗
旨，为项目建设运营提供最优质、最
真诚的服务，营造宽松和谐、便捷高
效、规范公平的发展环境，让企业家
投资安心、生活舒心、发展更有信
心。

与此同时，上高街道作为项目
所在地，也将积极为项目建设保驾
护航，确保项目快速推进，尽快开业
投入运营。

居然之家城市广场

投洽会启动

70个区直单位和部门以志愿者身份下沉社区、路段、市场商圈

泰山区各部门发挥自身优势助力文明创建

城区热力热用户可持缴费信息卡，到泰
安银行各营业网点、泰安银行微信公众号及
网上银行一次性预交采暖期130天的全额热
费，10月1日至11月5日的规定时间内，热用
户可持缴费信息卡，在“泰山城区热力”微信
公众平台、支付宝缴费平台、工商银行网上
银行、光大银行网上银行(仅限于已分户改
造的持缴费卡客户)或到城区热力公司服务

大厅(适用于所有客户),一次性预交采暖期
130天的全额热费。

中正供热的热用户9月20日起即可通过
微信支付方式进行缴费费，微信搜索“泰安
市中正东城供热有限公司”公众号，关注后
绑定交费卡号，即可使用微信或支付宝付
款。10月9日起，热用户可以到东城供热华新
营业厅及泰安银行各网点交纳热费。

今年热费收取仍采用预收的方式
葛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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