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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召开2020-2021年供暖季集中供暖工作新闻发布会

全力保障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德领 袁文卿

11月5日，2020-2021年供暖
季集中供暖工作新闻发布会在菏
泽市图书馆举行，发布会发布了
相关供暖工作的部署情况，全力
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并邀请了菏
泽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从保安，菏泽市城市管理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孙军，菏泽市城市
管理局公用事业科副科长陈广超
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成立集中供暖工作专班

保障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冬季供暖事关群众的切身利
益和社会稳定，是重大的民生工
作，备受菏泽重视。正式供暖开始
日期已经临近，菏泽市城市管理
局全力做好2020-2021年度供暖
季期间集中供暖工作，确保供暖
市场安全平稳运行，保障群众安
全温暖过冬。

为做好集中供暖工作，菏泽
市城市管理局多次会同省、市有
关专家，实地调研了解各市区热
力公司热源、管网、小区换热站等
相关设施运行情况。召集热力公
司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了解供暖
季集中供暖工作准备情况，并安
排部署相关工作。同时，还成立了
集中供暖工作专班，专门负责协
调解决供暖季期间城区供暖服务
问题、督导检查各城区热力企业
运行情况，对问题反映较多的小
区进行入户走访等工作。

针对各县区集中供暖工作，
市城市管理局专门下发文件，要
求各县区供热主管部门、各供热
企业要从讲政治、保民生、重环
保、促发展的高度切实增强责任
感和使命感，强化组织领导，采取
有效措施，认真履行职责，组织指
导供热企业提前做好供热前各项
准备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影响城
镇供热安全运行的重大问题，确
保今冬明春全市城镇供热的安全
稳定。

加强隐患排查，保障供

暖设备安全平稳运行

在供暖季开始之前，市城市
管理局要求各热力企业，针对城
镇供热设施、设备及管网开展全
面的检修排查工作，及时消除隐
患。提前做好供热系统上水、试
压、设备调试等各项准备工作，确
保供暖季期间供热质量全面达

标。同时，要组织做好城镇供热燃
料保障及供热从业人员培训教育
工作，提高一线员工的综合业务
素质和服务水平。当前，城区三家
热力企业已经公布了各供热管理
小区及单位的管理人员信息及电
话，全力保障群众供暖问题第一
时间响应，第一时间解决，不断提
高群众满意度。

当前城区三家热力企业已对
菏泽市500多个单位小区、420多
个换热站及400多公里的供热管
线进行了全面的检修。同时，市城
市管理局要求各供热公司在供暖
季期间，要加强日常巡检频次和
人数。

此外，针对供暖设备检修等
重点领域、重点问题、人员培训、
安全管理、煤炭储备等工作，要认
真落实细，落实好，确保热力行业
安全生产零事故，安全生产工作
持续稳定。我们也会继续加强督
导力度，针对城区各供热企业热
源、管网、换热站等设施安全运行
情况进行检查，全力保障我市供
热市场安全平稳运行。

新增2处营业厅

方便群众办理业务

集中供暖是直接服务于群众
的民生工作，服务水平至关重要，
为切实提高群众满意度，市城市
管理局认真梳理总结，要求各城
区供热企业务必加强检修、客服、
运营等人员培训，提高服务质量。

针对群众反映办理难、缴费
难等问题，经协调，永恒热力公司
新增八一路文化城北门和行政审
批服务大厅2处营业厅，方便了群
众办理业务，同时，城区各热力公
司还开通了建行网点、微信公众
号、支付宝缴费等多种缴费渠道，
群众可足不出户直接输入户号进
行缴费。针对群众反映“供不暖”
问题，市城市管理局专门建立供
暖投诉处理联动机制，开通供暖
投诉热线，建立“暖心工程联动工
作群”，安排相关供热企业安排业
务骨干值守政务热线，针对群众
反映的问题，第一时间反馈给热
力公司并要求其限时办理。

同时，还将会继续开展“访民
问暖”工作，深入小区，了解住户
实际供暖情况，竭力尽心，切实提
高服务水平，全力为大家打造一
个温暖舒适的供暖环境。

今年完成20 . 04万户的

清洁取暖改造

在做好城镇供热保障工作的
同时，市城市管理局还深入聚焦
农村取暖问题，继续大力推进农
村清洁取暖改造，积极引导农村
地区群众用热习惯改变，使农村
取暖朝着清洁化、高效化、低碳化
的方向不断迈进。

为保障广大群众温暖过冬、
减少大气污染，通过广泛调研摸
清底数，因地制宜选择技术路线，
建立健全保障体系等重要举措，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今年将完成
20 . 04万户的清洁取暖改造任务
目标。

为积极应对极端天气下保供
保暖问题，市城市管理局加强能源
供应保障，缓解极寒天气下用气保
障压力、稳定用气供需形势，制定

“压非保民”、应急调峰等应急预
案，全力保障极端情况下民生用
气；关注安全平稳运行，组织专项
隐患排查整改工作，规避因安全管
理不到位造成的各类风险，逐条制
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期限、责任
到人，所有安全隐患采取销号制度
管理，确保所有隐患全部整改到
位；做好清洁用热宣传，组织县区
定期对村干部、安全员、用户进行
安全宣讲培训，在社区、村庄、街道
悬挂燃气安全教育条幅、发放明白
纸，逐户张贴燃气安全操作彩页，
对用电、用气、设备操作等有关知
识进行详细讲解，并现场演示操作
流程，悉心告知安全使用注意事
项、应急事故处置方法。努力让农
村清洁取暖用户度过安心、舒心、
暖心的冬季。

1：菏泽是否有提前或者
延长供暖的计划

供暖时间的提前或者延
长是根据各个地市实际情况
决定的，不能一概而论。我局
要求各热力企业于本月10日
前做好供暖前各项准备工
作，10日开始升温提压。而供
暖延长，则需要根据3月15日
供暖季结束前后的天气、温
度及特殊情况等诸多因素综
合考虑，才能决定。我局会积
极会同气象等相关部门，时
刻关注天气、温度变化，及时
督促各热力公司升温提压，
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2：供暖开始之前应该做
这些准备工作

室内供暖设施为用户私
人所有，加之菏泽用暖户数
较多，供热公司难以逐一入
户排查，因此需要广大用户
积极配合。

在正式供暖开始之前，
广大用户需要注意以下几个
方面问题。一是在供暖企业
试水打压期间，供热用户需
要在家中留有人员，注意试
水打压时家中管网是否有存
在“跑、冒、滴、漏”现象并及
时检修。二是在集中供暖开
始之前，需要各用户注意户
内供暖设施相关情况，特别
注意供暖管网、暖气片、地暖

管中是否存在污渍、杂质等
影响供暖循环的情况，如存
在此类情况，需要请专业队
伍对供暖管网进行冲洗，保
证供热效果，提高供热质量。
三是在集中供热开始之前，
广大用户需要检查一下暖气
片等散热装置周围是否有遮
挡物，散热装置被遮挡，将对
供热质量和效果产生较大影
响。

3：低保用户在缴纳采暖
费时可享受优惠政策

针对城区内低收入困难
家庭和其他需要特殊照顾的
家庭，2018年5月份，菏泽市城
管局、民政局、财政局、物价
局及市直热力公司联合发布

《关于兑现上年度困难群众
取暖费用减免部分和做好今
后年度取暖费用减免的公
告》。

对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家庭和城市“三无”人员
可享受“按照困难居民实际
缴费面积每平方米减免4元”
的优惠政策。符合减免条件
的主城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户和“三无”人员，可以携带
有效证件于每年9月1日至9月
30日到所属热力公司办理相
关减免手续。

(本报记者 李德领 袁
文卿)

格相关链接

一、行业概况
房地产、建筑业和抵押贷款

服务业约占我国经济的25%。其
包括建造、销售和转售，每年为上
千万个新的和现有的住房提供融
资(不包括再融资或二次融资)。
这三个行业都依赖于供应商网
络，通过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方
法应用于交易的一部分来帮助完
成交易。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资
金从房地产所在地转移出去，需
要更多的信息来做出决策，这反
过来又产生了新的子行业，为贷
款人和借款人提供信息、技术和
服务。

在许多方面，评估师是整个
房地产行业的缩影，与其他服务

提供商一样面临同样的问题和挑
战，这些服务提供商通过降低或
承担买方、卖方或贷款人的某些
风险而实现增值。

评估过程的主要参与者是贷
款人和估价师，尽管其他一些人也
参与了最终报告的制作和交付。供
应商管理公司为贷款人或评估人
提供在线交付和状态报告服务。其
中一些提供在线信息资源。
二、评估过程

在经过测试和证明的一系列
步骤之后，有序地进行评估和报
告结果，将有助于确保所有相关
信息都得到考虑，并且评估师的
结论有充分的事实支持，从而使
其可信、可理解且不具误导性。

1 .第1步：定义评估问题
在第一步中，评估师确定几

个任务要素，以便能够识别评估
问题。确定评估问题是一个关键
步骤。识别评估问题后，评估师可
以确定(在第2步中)为实现可靠
的任务结果而需要执行的工作范
围。

2 .第2步：确定工作范围
这一步是确定制定可靠任务结果
所需的工作范围。它包括对可能影
响财产的物理或经济因素的研究，
数据研究的范围等内容。工作范围
必须与评估的预期用途一致。

3 .第3步：分析物业用途，选
择最合适的市场，分析经济状况

在这一步中，根据价值类型

和定义，评估师确定最适合研究
可比市场数据的市场，并以此作
为评估价值的依据。如果有必要
获得可信的估价结果，估价人员
必须分析房地产的当前用途以及
与估价的价值类型和定义以及预
期用途相关的任何替代用途。

4 .第4步：收集和分析数据，
应用最合适的方法来评估

在这一步中，准备任务，进行
检查，并在必要时利用外部协助
来帮助评估、识别和认证。评估师
在最合适的市场背景下分析标的
地产，并考虑标的地产与过去或
目前出售的类似房地产的比较情
况。

5 .第5步：形成最终价值指标

利用最相关的估价方法，协
调价值指标并得出最终价值意
见。在此步骤中，评估师将利用相
关数据，剔除无关数据和市场数
据异常；协调数据，同时考虑数据
的质量和数量以及其他可用的相
关信息；通过价值排序，对估价对
象与可比房地产之间的质量特征
和价值相关属性的差异进行价值
调整，形成最终的价值观。

6 .第6步：将结果传达给客户
一般来说，估价报告必须可

信，不得有误导性。报告应包含足
够的信息，以使客户和所有预期
用户能够理解报告，包括分析和
结论是如何形成的，报告意见、分
析和结论的依据。

房地产评估的基本流程
单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张君 姜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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