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省城南关街一 LED屏着火
本报讯（记者 何耀军）昨日

中午， 西宁市南关街西口一个
LED 屏着火，所幸没有造成人员
受伤。

10 月 19 日 14 时 15 分许 ，
读者马先生致电本报 96369 新
闻热线称，南关街宝玉陈 LED 屏
着火了。14 时 55 分，记者赶到现
场时，消防官兵还在向 LED 屏喷
水。 出于安全考虑和灭火需要，
消防部门在火灾现场周边拉起

了警戒线， 南关街车辆限行，多
名交警在周边路口疏导交通秩
序。

现场参与灭火的消防指挥
人员表示，14 时 10 分接到报警
后，消防官兵迅速出动，用二十
多分钟扑灭了明火，但在灭火时
发现，LED 屏后的一根天然气管
道有燃气泄漏现象。 为了防止意
外发生，消防官兵继续向 LED 屏
喷水。 燃气部门工作人员赶到现
场后，关闭附近的阀门。

截至记者发稿时，火灾原因
还在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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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关注三大供暖收费问题
房产部门详细解答

本报讯 （记者 袁震 ）采暖费收
费问题是每一个采暖季里，所有市
民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近来，不
断有读者向本报咨询关于采暖费
如何收取的问题。

在市民反映的供暖收费问题
中 ，记者总结出三大问题 ：一是今
年采暖费的收费标准是多少；二是
采暖费的收取是按房屋建筑面积
还是套内面积收取；三是未实际入
住的房屋采暖费该咋交。 为此，记
者再次咨询了西宁市住房保障和
房产管理局物业管理处，房产部门
工作人员为读者详细解答。 如果供
暖企业收取的取暖费过高，居民可
以向价格部门投诉。

一、收费标准是多少
韩女士咨询，今年天然气的价

格上涨，单位发放的取暖费也较去
年有所上涨，那么今年的取暖费收
费标准是否有调整，收费标准是多
少？

房产部门答复 ：目前 ，西宁市
的取暖费收费标准没有调整，依然
是多层建筑每平方米每个月 4.9
元。 高层、小高层居民集中供暖价
格加收每月每平方米 0.20 元的二
次加压费 (没有进行二次加压的供
暖企业或单位，不得收取加压费 )，
即每平方米每个月 5.1 元。

二、缴费面积咋算
韩先生说，他家房屋的建筑面

积是 138 平方米， 套内面积是 113
平方米。 物业上说是按建筑面积收
费 。 询问到底是按什么面积收费
的？ 公摊面积又是怎么算的？

刘先生反映，他家所在的小区
物业公司是按照套内面积再加公
摊面积的一半，收取暖费。 这样合
理吗？

房产部门答复： 按照国家 、我
省和西宁市供热管理的相关规定，
住宅的采暖费应该按套内建筑面
积收取。 所谓的套内建筑面积既不
是房屋的总建筑面积，也不是套内
使用面积，而是套内使用面积和阳
台面积 、 套内墙体占地面积的总
和，房产证上都写有房屋的总建筑

面积和套内建筑面积。 因此，住户
应该按房产证上的套内建筑面积
缴纳采暖费。 而商铺的取暖费则应
该按照房屋的总建筑面积收取，即
套内建筑面积加上公摊面积。

三、暂不入住咋交
杜先生在海湖新区有套房子 ，

去年没装修， 收了 50%的取暖费，
今年装修完毕 ，不打算住人 ，询问
取暖费应该按照什么标准收取？

房产部门答复 ：按照 《西宁市
物业管理条例 》第四十一条规定 ，
物业交付业主前 ，物业服务费 、采
暖费 、 电梯使用费由建设单位承
担 ，物业交付业主后由业主承担 。
物业交付是指业主收到书面交付

通知并办理完相应手续 ， 业主收
到物业交付通知后在两个月内无
正当理由不办理相应手续的 ，视
为交付。 物业交付后，业主未实际
入住的 ， 如果物业管理区域内规
划设计为集中供热 ， 业主要求停
止供热的 ， 应当在本供热期开始
30 日前以书面形式向供热单位提
出停热申请 ， 并与供热单位签订
停热协议 ，停止用热的业主 ，应当
按 采 暖 费 总 额 的 50%缴 纳 取 暖
费。 如供热单位判断，申请停热用
户停热后可能危害其他用户用热
或者影响室内公共设施安全运行
的不得停止用热 ， 仍需全额缴纳
取暖费。

石坡街社区 8 个楼院有了业主委员会
居民今后取暖有了主心骨

本报讯 （记者 燕卓）“天气
越来越冷了，这些天我们正加紧
协调为石坡街无人管理的家属
院成立业主委员会，有了业主委
员会就可以为家属院申请安装
天然气管道，今后居民取暖就不
再是问题了。 ”10 月 18 日，西宁
市城中区饮马街街道办事处石
坡街社区负责人王娅丽说。

石坡街社区无人管理楼院

很多，这些院子的居民冬天都是
靠生煤炉取暖。 从去年开始，石
坡街社区先后为花园南街 8 号
院、 石坡街 55 号院等 8 个楼院
协调成立了业主委员会，在业主
委员会的努力下，现在有两个家
属院已经通了天然气，两个家属
院正在安装天然气管道 ， 另外
四个 家 属 院 也 在 申 请 安 装 天
然气管道 。

北大街 19号居民盼“暖”
本报讯 （记者 范程程）“也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栋楼没有
安装天然气，这个冬天可怎么办
呢？ ”10 月 18 日，本报 96369 新
闻热线接到家住省城北大街 19
号的居民龚女士的来电。

龚女士称， 北大街 19 号有
一栋属于房管所的住宅楼，不知
什么原因， 至今还没安装天然
气，住宅楼里的四五十户居民每

年冬天如何取暖成了难题，希望
燃气公司尽快解决他们的取暖
问题。

对此，西宁中油燃气有限责
任公司一名工作人员说，该小区
已于今年 4 月向燃气公司递交
接气单申请。 计划 2014 年勘查
现场以及施工环境，勘查完现场
以后，如果具备条件，将继续下
一步的施工。

关注今冬供暖
本报记者走基层

燃气公司：入户检查确保安全供暖
◇本报记者 李艳芳 文 ／图

10月 17 日 18 时整，在胜利路燃
气大厅内，西宁中油燃气有限责任公
司的工作人员整装待发。 自 10 月 8
日开始的为期一个月的入户检查，现
在进行了十天，每天都有大批工作人
员奔忙在省城各区的居民家中。

在省城北区丽阳天下小区内，检
查工作开始了。 贾秉宁和伊媛媛来到
了刘青容老人的家中。 “老太太，燃气
管道旁不能挂东西，有安全隐患。 ”贾
秉宁对老人说， 老人听力不太好，他
细致地一遍遍给老人讲着。 老人行动
不方便，他踩着小凳子，帮老人清理
管道旁的杂物。

在宽度不到 1.5 米的过道内，放
着一张床。 “这样不行，很危险。 ”贾秉
宁说。 危险的原因在于，这个小过道
内设置有燃气设施。 “国家有规定，燃
气管道不允许穿过卧室、 洗手间等。
燃气锅炉燃烧产生的废气，会让睡着
的人发生窒息，严重的会死亡。 ”贾秉
宁给住户讲解。 “这个我知道，平时家
里没人，就晚上才回来睡觉。 ”这位徐

姓住户不以为然地说。 “我们现在要
求您整改， 过段时间我们工作人员
会来回访的。 ”软的不行，只能来硬
的。

检查完一层又一层、 一户又一
户。 走进四楼的一住户家中，饭香味
扑面而来， 而贾秉宁和伊媛媛的晚
饭，是几个干饼就矿泉水，随便对付
了一下。 “一下班就要去住户家中检

查，如果晚了，一般人不给开门，所以
只能抓紧晚饭时间去。 ”伊媛媛说。吃
不上饭已经算是平常事，有时还要饿
着肚子爬十几层楼，连坐下休息的时
间都没有，有些同事是夫妻俩都需要
出去检查，家中老人、孩子没时间照
顾，还有些同事家住在北区，因为工
作安排，要在东区检查，工作结束，回
到家都快夜里 12 点了。

“显示
的 数 值 是
正确的，应
该 没 有 问
题。 ”两人
探讨着。

1.0 升级 1.5 互助路排水管改造连夜施工
本报记者 何耀军 文/图

10月 17 日 20 时许 ， 省城互助
路东段挖掘机轰鸣 ，排水管网改造
现场的工人还在忙碌着。 西宁市排
水公司的工作人员仍然坚守在施
工现场。

西宁市排水公司技术人员孟晓
宁告诉记者，9 月下旬开始 ，互助路
排水管道改造工程正式进入施工
阶段， 原本直径 1.0 米螺旋缠绕排
水管道， 将被直径 1.5 米钢筋混凝
土管道代替。

和原来的排水管道相比， 升级
后的管道承载能力增强 、排水流量
增加。 1.0 升级 1.5 后，互助路前期
曾出现路面塌陷的情况将会大大
改善 ，而且新的排水管道将大大提
高对这一路段周边污水的收集能
力。

由于施工的需要， 互助路部分
路段封闭施工 ，影响到了这一路段
车辆通行 ，为了将这种影响降至最
低 ，排水公司已协调施工方 ，工人
全天候轮班作业 ，争取尽快更换完

全部管道 ，早日让互助路东段恢复
通行。目前，计划的 6.3 公里排水管
道已完成大部分管道的更换。 按照
正常速度 ，6.3 公里排水管将于 10
月 29 日升级完毕。

据悉， 为进一步改善西宁市城

市排水体系 ，西宁市排水公司已实
施城市排水管网改造工程 （重点内
涝区域 、重点清疏改造区域 ），主要
解决西宁城区主要积水点 、积水道
路的内涝积水问题 ，年内计划改造
50 公里排水管网。

近日，接连有市民致电本报 96369 新闻热线询问，互助路东段
封闭施工到底在干什么，施工何时结束，道路什么时候恢复正常通
行。 17 日晚，本报记者从互助路施工现场看到———

施工人员穿着棉衣连夜施工

马先生 三星线索

事发现场 本报记者 何耀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