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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晓茜）国庆一过，天气越来越
冷了，大家每天都在算着离供暖还有几天。10 月
10 日，记者从西宁中油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和周家
泉供热站了解到，今冬供暖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

10日 15时，西宁中油燃气有限责任公司服务
大厅，市民正在排号购买天然气。“我家是分户采
暖，前两天天气冷的时候已经通上暖气了。”市民
张女士说。记者数了数，大厅共有 40多人。据工
作人员介绍，现在西宁中油燃气公司的客服系统
在不断升级，目的就是建立用户数据收集和处理
系统，实现为用户提供主动服务。

“现在，用户家中的燃气出现问题，可以拨打
燃气公司的客服电话报修处理，为了增加公司的
客服电话接听率，我们调整了话务人员的倒班时
间，早晚班各增加了两个席位。方便通话高峰期
及时受理用户需求。”中油燃气客户服务中心副主
任薛敏说，夏天的时候一般每天能接到 200 多个
电话，派出维修单大概 30个，国庆节前开始，客服
每天接听的电话增加到了 500个至 600个，派出的
维修单也增加到了 100个左右。

16时 30分，记者前往位于七一路延伸段的西
宁市周家泉供热站，这里一派忙碌景象。作为西
宁市最大的集中供热站，这里负责着 6000 多户居
民家庭的供暖。进到站里，就看到十几台巨大的
机器整齐排列。12 台 20 蒸吨的锅炉集中在一个
供热站内。

供暖后暖气里的热水是怎么来的呢？工作人
员介绍，水要先通过钠离子交换器软化，再除氧。
软化水是为了消除水垢，除氧是为了防止水中物
质腐蚀管道。经过处理的水进入锅炉，烧热后通
过泵，输送至每个小区的换热站内，通过换热站输
送到住户家中。在值班室通过“热力能源综合管
理平台”，能看到大部分小区内换热站的工作情
况。供暖后每晚，都会有一名工作人员守在平台
前，守护着千家万户的温暖。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锅炉运转着。为了确
保今年顺利供暖，9 月底，工作人员就开始忙活
了。除了供热站内的机器需要检修外，各小区内
的换热站及供热管道也要检查、调试。为了这些
准备工作，供热站的工作人员 10 月 1 日以来就没
好好休息过。

在工作区内，记者看到，有几个盒饭放在桌子
上，“今天晚上顾不上出去吃饭，中午在食堂多打
点饭，晚上热热再吃。”工作人员说。工作时，很多
人不能准点吃饭，他们当中很多人有胃病。即将
供暖，周家泉供热站的工作人员都坚守在岗位上，
不敢有一丝懈怠。

“供暖的前期检查已经基本完毕，今年的供暖
面积比往年增加了十万平方米左右，13 日就给锅
炉管道试水，开始供暖工作。”周家泉供热站站长
邹红晓说。

西宁市开启供暖模式
进入 9 月下旬以来，西宁开始降温，一年一度的供暖季即将

开始。距离供暖日还有几天时间，与供暖有关的话题也再次引起
市民热议。本报记者通过深入采访，为读者全方位展示今冬省城
供暖季的相关情况。

本报讯（记者 祁晓军）“今年家
里通了暖气真暖和。虽然外面很冷，
但屋里有 25 摄氏度。”10 月 10 日，居
民杨志英感受着屋里的温暖，笑眯了
双眼。

杨志英今年 65 岁，家住城西区七
一西路 3 号院。以前，她所住的楼院
大都没有供暖，每到冬天，居民只能用
煤炉或电暖器取暖，不仅存在安全隐
患，还给生活带来许多不便。

居民张桂莲说：“以前家里冬季取
暖烧煤，烟囱里冒出浓浓黑烟既破坏环
境又存在安全隐患，一个冬季要用掉一
吨煤，价格在两千元左右。现在使用天
然气分户采暖，采暖费比以前低很多。”

从 2012 年开始，尕寺巷社区工作
人员主动联系燃气公司等相关部门，
对社区居民挨家挨户做工作，经过六
年协调，今年 3 号院建立起了分户采
暖系统，居民告别煤炉、电暖器，过上

了更加温暖、舒适、安全的生活。
“这两天，西宁市大幅度降温，我

们联系了技术人员，对社区内新安装
供暖的家庭全面回访，100%的家庭室
温达到二十摄氏度左右。”尕寺巷党总
支部副书记秦文花说。家住 3 号院的
徐志超师傅一边摸着热乎乎的暖气，
一边笑着说：“这下我可以暖暖和和地
过春节了！”提起暖气，居民点赞社区
工作人员多年的协调努力。

记者走访供热部门
本报讯（记者 卢晓茜）记者从西

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了解到，
上年度供暖工作结束后，西宁市住房
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就本年度供暖期供
暖工作作出安排部署，督导物业服务
企业做好供暖设施设备维护保养及安
全检测工作。今年 8月至 9月，西宁市
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会同县区、园
区行业主管部门对西宁市住宅小区和
老旧楼院供暖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建
立台账。经排查，供暖方面存在的主
要问题为部分小区“电改气”“煤改气”
施工量大、供暖锅炉增容及管网改造

施工工期紧、业主拖欠采暖费等影响
正常供暖。

根据 9月 27日西宁市政府今冬明
春供暖专题会会议精神，西宁市房管
局切实落实责任，强化工作措施，协
调解决供暖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确
保群众温暖过冬。截至 10 月 11 日，
西宁市有 15 家物业服务企业为提供
服务的 50 个住宅小区提前供暖，供
暖 面 积 479 万 平 方 米 ， 惠 及 住 户
46396户。

下一步，各区政府按照属地主责
原则，全面安排部署，建立台账，积

极协调解决维修改造过程中存在的困
难 。 同 时 加 强 与 中 油 燃 气 公 司 对
接，倒排工期，抓紧施工，力争实
现改造小区尽早供暖。同时督促街
道办事处、社区积极协助供暖企业
做 好 供 暖 小 区 群 众 的 政 策 解 释 工
作，取得小区业主的理解和支持，
引导业主按时交纳采暖费。并对确
因锅炉增容、管道改造、电改气、
煤改气等原因不能保证及时供暖的
小区，由供暖企业提前告知广大业
主，和社区共同制定好应急处置预
案，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本报讯（记者 祁晓军）西宁市城西
区尕寺巷13号院锅炉房内，种着长势旺
盛的花草，翠绿的花草点缀在锅炉周
边，显得温馨、有活力。几名工作人员
站在高约四米的锅炉上打扫卫生。“锅
炉已经检修完毕，现在打扫锅炉外部卫

生。”工作人员杨福贵说。三名工作人
员拿着拖把，站在高高的锅炉顶端，仔
细清理着锅炉上的灰尘。

13号院锅炉房承担着片区200户居
民的冬季供暖工作，去年停暖后，工作
人员便对锅炉检修，更换部分坏损的阀

门。目前，工作人员详细检查锅炉，确
保供热时锅炉不出问题，现在锅炉已经
检修完毕。另外，工作人员还对尕寺巷
社区所有供热管道予以检修。相关负
责人表示，一定保证 10月 15日按时供
暖。

50个住宅小区提前供暖

本报讯（记者 赵俊杰）记者从省高速
交警支队了解到，10月 10日起，西和高速
凤凰山隧道（东向西方向）封闭施工，为减
缓西和高速车辆通行压力，有效预防道路
交通事故，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影响，经相
关部门研究决定，从 10 月 12 日零时起至

11 月 8 日，对西和高速、京藏高速部分路
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西和高速湟中路匝道入口前往湟源、
格尔木方向车辆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所有
车辆驶入；往平安方向车辆正常通行；京
藏高速多巴主线收费站（湟源至西宁方

向）所有大型车辆绕行 G6 京藏高速（北
线），其余车辆正常通行；交通管制期间，
每日 21 时至次日 7 时在京藏高速南北线
（平安至西宁方向）分岔口（1786KM处）所
有车辆绕行 G6 京藏高速，禁止驶入西和
高速南绕城高速公路。

施工期间，现场及外围周边节点分
别设有明显的警告和机动车绕行指示标
志，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严格按照各类
交通标志指示的信息通行，并服从交通
警察的指挥，违反通行规定的将依法处
罚。

10月12日至11月8日

西和高速凤凰山隧道封闭施工
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检修打扫锅炉 保证按时供暖

社区6年跑腿 居民家通上暖气

尕寺巷社区居
民徐志超在温暖的
家中打理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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