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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女士反映：未央区建章路五
一花园小区以前是小区供暖，今年1
月，物业公司要求大家安装壁挂锅
炉，管道和接口都留好了，本来说好
11月3日检查接气口，可是上个月更
换了物业公司，到现在供气就没了音
讯。新物业公司说老物业没给他们
交手续，不归他们管，老物业公司已
经不管了，业主们很担心今年如何供
暖。

2.赵女士反映：曲江兰亭小区以
前是小区自备锅炉供暖，今年物业公
司说小区锅炉达不到环保要求，对锅
炉进行了更换。物业贴出通知，要求
业主与一家今年10月才成立的第三
方公司签订供暖合同，而且一签就是
30年的合同。业主认为供暖合同应
该由物业与第三方公司签，业主只需
向物业缴取暖费就可以了，业主们又
不了解第三方公司的情况，且合同时

间太长，不愿意签。物业说不签就不
收取暖费，不给供暖。

3.吴先生反映：曲江春晓苑的
业主与物业、热力公司因多年暖气不
热且价高问题有矛盾，希望今年能有
个好的改善。

4.陈先生反映：他的房子在华
清路与酒十路交叉口东北角，小区是
自备锅炉，他冬天不在此居住，物业
要收他暖气费的60%，不知这样收是
否合理？

5.业主反映：康桥边的院子在
业主不用暖气的情况下也得全额缴
费，理由是暖气控制阀门在室内安
装，去年经多方协商沟通，没用暖气
的住户按30%缴纳费用，但是今年又
出现这种情况。

（以上线索未经核实，请相关单
位核实处理并回复本报）

首席记者 姬娜整理

热线实录

昨日，本报“2018问暖时
刻”栏目报道的西安市含元路
塑料机械厂家属院未通天然
气，居民担心今冬采暖成问题
一事有了新进展。目前，该小
区接通天然气相关工程正在审
批，社区已做好居民安抚工作。

昨日记者从含元西路社
区了解到，多部门正在积极处

理此事，将尽最大努力，让塑料
机械厂家属院尽快通上天然
气，解决住户今冬采暖问题，让
居民过上一个温暖的冬天。

据介绍，寻找塑料机械厂
家属院天然气管网接口的工程
施工区域会占用到含元西路路
北人行道与部分机动车道，目
前，天然气公司施工部门已前

往交警部门审批相关施工手
续，待相关施工手续审批完成
后便可开工。因为寻找接口并
连接管网的工程并不复杂，工
程量不大，所以请居民放心。
目前社区也通过多种方式向住
户解释此事，已做好住户安抚
工作。

本报记者白圩珑

今年冬天不供暖咋办啊

“今年冬天可咋熬啊？”昨日，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北沙口村小区
居民王老先生向本报反映称，往年
11月供暖前他们就把供暖费缴了，
11月 15日开始正常供暖。但是，
今年11月5日，物业在门口贴了个
通知，意思是“今年无法供暖，大家
自行解决”。

今年80多岁的王老先生说，小
区里像他这样的老人比较多，不供
暖他们都不知道咋过这个冬天。用
空调太费电。“前几天持续阴雨，家
里阴冷，我老伴患气管炎、咳嗽都住
院了两次，如果能正常供暖该多好
啊！”王老先生说。

随后，记者联系到该小区物业
办负责人，对方表示，去年，该小区
是隔壁小区“帮忙”供的暖，今年人
家小区的供暖量也很大，所以没办
法给他们小区继续供暖。他们小区
现在要装天然气壁挂炉设备，今年
没办法供暖了，所以大家自己想办
法，等明年壁挂炉好了就可以供暖。

对此，有的居民表示，既然知道
隔壁小区的供暖设备无法给该小区
供暖，为何物业不提前行动，联系装
壁挂炉，现在马上到采暖季了，“火
烧眉毛”了，才说这个原因，早干嘛
去了？

每平方米供暖价11元合理吗

“去年暖气费是每平方米 9.5
元，今年涨到11元，这合理吗？”西安
市蓝田县新城路49号794小区居民
张先生说，他觉得这样的费用太高，
而且，供暖时间短，一天只有十几个
小时。张先生称，物业还说如果有
人不缴，不开炉不供暖。

对此，小区物业办相关负责人
对记者表示，他们属于自备锅炉供

暖小区，烧的是天然气，今年涨价的
原因主要是天然气、人工费等成本
涨了。“近期西安将举行天然气调价
听证会，目前我们不知道涨不涨。
每平方米收取11元取暖费，日供暖
时长 15小时，等采暖季结束后，我
们会公示成本核算等，多退少补！”
该负责人表示很无奈，如果大家不
交钱拿什么来供暖？

据了解，居民小区自备锅炉供
热价格属市场调节价，由供热单位
与小区业主在成本核算的基础上协
商确定。供热单位应将拟定的供热
价格方案与业委会（或有相同职能的
其他社会组织）进行充分协商沟通，
形成一致意见。张先生所问的是否
合理，得看小区物业是否与业主们协
商，并征得业委会或三分之二以上业
主（用热人）同意、签字。

这四类问题热线反映多

业主刘先生问道：“房子不住
人，还要收60%的空置费，太高了，
人家很多小区只收30%。”对此，记
者咨询相关单位，工作人员表示，先
要看前提，如果是分户计量，或者供
暖设施可以关掉阀门，居民在整个
供暖期都不用热，在采暖期开始前
提出报停申请，经供热单位采取隔
断处理后，可按总热价的30%收取
基本热费。如果是按面积收费，或
者是老式小区，没办法关掉供暖设
施阀门采取隔断处理，空置费由业
主和物业、热力公司进行协商解决。

除了是否按时供暖、暖气费价
格高、空置费问题之外，热线中不少
读者还反映一类问题：捆绑收费，有
的供暖费和物业费挂钩，有的采暖
费与公摊电费和物业费捆绑收取，
不缴物业费、公摊电费就不给供暖。

首席记者姬娜
实习生郭珂杨若林

对于业主的疑问，该小区
物业工作人员在电话中表示，
就今冬小区用热问题，物业公
司正在和热力公司协商，该小
区准备将供热工作交给热力公
司直管，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
行中，因为热力公司接管后，小
区的采暖费由热力公司直接收
取，所以物业才没有通知业主

交暖气费。至于是否是因为物
业合同到期，工作人员表示不
清楚。

负责给该小区供热的北
控嘉晟热力公司证实了小区物
业的说法。该公司工作人员
称，目前，该小区物业正在与他
们公司协商是否由热力公司接
管小区供热，今年的供热合同

目前还未签订，如果确定由热
力公司直管，小区的供暖、收
费、设备管理等工作将均由热
力公司负责。

物业与热力公司均表示，
会在今年集中供暖开始前完
成相关工作，确保小区住户
用热。

本报记者白圩珑

该小区今年的供热合同还没签

眼看就要供暖了
供热合同还没签

集中供暖的日子越来越近，西安市不少小区已经开始开展供暖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而在
玄武东路上的滨水花城小区，物业至今未通知收取采暖费、试水等相关事宜，这让许多住户担
心今冬采暖成问题。

“这几天越来越冷了，眼看
着集中供暖就要开始了，我们
小区的暖气费还没收。”家住西
安市玄武东路与广运潭大道十
字东北角滨水花城小区的程女
士说。去年10月下旬，物业就
已经开始在小区中张贴通知，

告知业主采暖费收取、管道试
水等相关事宜，但今年却迟迟
不见动静。

直到上周，有住户打听到
周边的小区暖气费已收齐，试
水工作也已完成，因为同为市
政供暖，同一片区域应为一个

热力公司供热，该小区的业主
们再也坐不住了，纷纷找物业
询问情况，但却没有得到明确
的答复。“物业说正在和热力公
司协商，但今年冬天供不供暖、
何时供暖，都没有明确的答
复。”程女士说。

供暖临近不见物业收暖气费

昨日，记者来到该小区，找
遍小区的各个角落，均未见到
供暖相关通知。业主白先生
说，小区采取的是市政集中供
暖，按照每月 5.8元/平方米收
取采暖费，在他记忆中，今年已

经是该小区的第三个供暖季
了，前几年暖气费收取工作在
11月初就完成了。

“这几天业主群都炸锅了，
有人说因为物业的合同在今年
12月份就要到期了，所以就没有

安排小区的供暖工作。”白先生
说，对此不少业主在群里议论
纷纷，许多人表示，无论消息是
真是假，不能对业主的采暖问
题不管不顾，小区这么多人，一
整个冬天用不到暖气可咋办。

传物业到期业主担心不供暖
“今冬无法供暖大家自行解决”

八旬老人担心今冬怎么熬
本报“2018问暖时刻”报道启动以来，许多市民打电话反映小

区或家中的暖气问题，昨日记者梳理这些热线发现，供暖前几个突
出的“暖气问题”为：是否按时供暖，暖气价格高，捆绑收费，房子不
住人该缴多少暖气费等。

今年小区是否会准时供暖？供暖收费是否合理？室
内温度达不到18℃咋办？收取“碰口费”合理吗？为何暖
气费要按建筑面积收不按使用面积收？有邻居“蹭热”如
何是好？老旧小区如何取暖……

本报今年继续开通“问暖热线”，如果您在供暖中遇到
什么问题，请拨打“问暖热线”029-965369进行反映。
本报将把读者投诉的问题，反馈给供热企业或监管部门，
力争在市民与供暖公司、管理部门间架设一道沟通的桥
梁，让市民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塑料机械厂家属院：

正在进行施工审批

直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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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女士反映：未央区建章路五
一花园小区以前是小区供暖，今年1
月，物业公司要求大家安装壁挂锅
炉，管道和接口都留好了，本来说好
11月3日检查接气口，可是上个月更
换了物业公司，到现在供气就没了音
讯。新物业公司说老物业没给他们
交手续，不归他们管，老物业公司已
经不管了，业主们很担心今年如何供
暖。

2.赵女士反映：曲江兰亭小区以
前是小区自备锅炉供暖，今年物业公
司说小区锅炉达不到环保要求，对锅
炉进行了更换。物业贴出通知，要求
业主与一家今年10月才成立的第三
方公司签订供暖合同，而且一签就是
30年的合同。业主认为供暖合同应
该由物业与第三方公司签，业主只需
向物业缴取暖费就可以了，业主们又
不了解第三方公司的情况，且合同时

间太长，不愿意签。物业说不签就不
收取暖费，不给供暖。

3.吴先生反映：曲江春晓苑的
业主与物业、热力公司因多年暖气不
热且价高问题有矛盾，希望今年能有
个好的改善。

4.陈先生反映：他的房子在华
清路与酒十路交叉口东北角，小区是
自备锅炉，他冬天不在此居住，物业
要收他暖气费的60%，不知这样收是
否合理？

5.业主反映：康桥边的院子在
业主不用暖气的情况下也得全额缴
费，理由是暖气控制阀门在室内安
装，去年经多方协商沟通，没用暖气
的住户按30%缴纳费用，但是今年又
出现这种情况。

（以上线索未经核实，请相关单
位核实处理并回复本报）

首席记者 姬娜整理

热线实录

昨日，本报“2018问暖时
刻”栏目报道的西安市含元路
塑料机械厂家属院未通天然
气，居民担心今冬采暖成问题
一事有了新进展。目前，该小
区接通天然气相关工程正在审
批，社区已做好居民安抚工作。

昨日记者从含元西路社
区了解到，多部门正在积极处

理此事，将尽最大努力，让塑料
机械厂家属院尽快通上天然
气，解决住户今冬采暖问题，让
居民过上一个温暖的冬天。

据介绍，寻找塑料机械厂
家属院天然气管网接口的工程
施工区域会占用到含元西路路
北人行道与部分机动车道，目
前，天然气公司施工部门已前

往交警部门审批相关施工手
续，待相关施工手续审批完成
后便可开工。因为寻找接口并
连接管网的工程并不复杂，工
程量不大，所以请居民放心。
目前社区也通过多种方式向住
户解释此事，已做好住户安抚
工作。

本报记者白圩珑

今年冬天不供暖咋办啊

“今年冬天可咋熬啊？”昨日，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北沙口村小区
居民王老先生向本报反映称，往年
11月供暖前他们就把供暖费缴了，
11月 15日开始正常供暖。但是，
今年11月5日，物业在门口贴了个
通知，意思是“今年无法供暖，大家
自行解决”。

今年80多岁的王老先生说，小
区里像他这样的老人比较多，不供
暖他们都不知道咋过这个冬天。用
空调太费电。“前几天持续阴雨，家
里阴冷，我老伴患气管炎、咳嗽都住
院了两次，如果能正常供暖该多好
啊！”王老先生说。

随后，记者联系到该小区物业
办负责人，对方表示，去年，该小区
是隔壁小区“帮忙”供的暖，今年人
家小区的供暖量也很大，所以没办
法给他们小区继续供暖。他们小区
现在要装天然气壁挂炉设备，今年
没办法供暖了，所以大家自己想办
法，等明年壁挂炉好了就可以供暖。

对此，有的居民表示，既然知道
隔壁小区的供暖设备无法给该小区
供暖，为何物业不提前行动，联系装
壁挂炉，现在马上到采暖季了，“火
烧眉毛”了，才说这个原因，早干嘛
去了？

每平方米供暖价11元合理吗

“去年暖气费是每平方米 9.5
元，今年涨到11元，这合理吗？”西安
市蓝田县新城路49号794小区居民
张先生说，他觉得这样的费用太高，
而且，供暖时间短，一天只有十几个
小时。张先生称，物业还说如果有
人不缴，不开炉不供暖。

对此，小区物业办相关负责人
对记者表示，他们属于自备锅炉供

暖小区，烧的是天然气，今年涨价的
原因主要是天然气、人工费等成本
涨了。“近期西安将举行天然气调价
听证会，目前我们不知道涨不涨。
每平方米收取11元取暖费，日供暖
时长 15小时，等采暖季结束后，我
们会公示成本核算等，多退少补！”
该负责人表示很无奈，如果大家不
交钱拿什么来供暖？

据了解，居民小区自备锅炉供
热价格属市场调节价，由供热单位
与小区业主在成本核算的基础上协
商确定。供热单位应将拟定的供热
价格方案与业委会（或有相同职能的
其他社会组织）进行充分协商沟通，
形成一致意见。张先生所问的是否
合理，得看小区物业是否与业主们协
商，并征得业委会或三分之二以上业
主（用热人）同意、签字。

这四类问题热线反映多

业主刘先生问道：“房子不住
人，还要收60%的空置费，太高了，
人家很多小区只收30%。”对此，记
者咨询相关单位，工作人员表示，先
要看前提，如果是分户计量，或者供
暖设施可以关掉阀门，居民在整个
供暖期都不用热，在采暖期开始前
提出报停申请，经供热单位采取隔
断处理后，可按总热价的30%收取
基本热费。如果是按面积收费，或
者是老式小区，没办法关掉供暖设
施阀门采取隔断处理，空置费由业
主和物业、热力公司进行协商解决。

除了是否按时供暖、暖气费价
格高、空置费问题之外，热线中不少
读者还反映一类问题：捆绑收费，有
的供暖费和物业费挂钩，有的采暖
费与公摊电费和物业费捆绑收取，
不缴物业费、公摊电费就不给供暖。

首席记者姬娜
实习生郭珂杨若林

对于业主的疑问，该小区
物业工作人员在电话中表示，
就今冬小区用热问题，物业公
司正在和热力公司协商，该小
区准备将供热工作交给热力公
司直管，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
行中，因为热力公司接管后，小
区的采暖费由热力公司直接收
取，所以物业才没有通知业主

交暖气费。至于是否是因为物
业合同到期，工作人员表示不
清楚。

负责给该小区供热的北
控嘉晟热力公司证实了小区物
业的说法。该公司工作人员
称，目前，该小区物业正在与他
们公司协商是否由热力公司接
管小区供热，今年的供热合同

目前还未签订，如果确定由热
力公司直管，小区的供暖、收
费、设备管理等工作将均由热
力公司负责。

物业与热力公司均表示，
会在今年集中供暖开始前完
成相关工作，确保小区住户
用热。

本报记者白圩珑

该小区今年的供热合同还没签

眼看就要供暖了
供热合同还没签

集中供暖的日子越来越近，西安市不少小区已经开始开展供暖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而在
玄武东路上的滨水花城小区，物业至今未通知收取采暖费、试水等相关事宜，这让许多住户担
心今冬采暖成问题。

“这几天越来越冷了，眼看
着集中供暖就要开始了，我们
小区的暖气费还没收。”家住西
安市玄武东路与广运潭大道十
字东北角滨水花城小区的程女
士说。去年10月下旬，物业就
已经开始在小区中张贴通知，

告知业主采暖费收取、管道试
水等相关事宜，但今年却迟迟
不见动静。

直到上周，有住户打听到
周边的小区暖气费已收齐，试
水工作也已完成，因为同为市
政供暖，同一片区域应为一个

热力公司供热，该小区的业主
们再也坐不住了，纷纷找物业
询问情况，但却没有得到明确
的答复。“物业说正在和热力公
司协商，但今年冬天供不供暖、
何时供暖，都没有明确的答
复。”程女士说。

供暖临近不见物业收暖气费

昨日，记者来到该小区，找
遍小区的各个角落，均未见到
供暖相关通知。业主白先生
说，小区采取的是市政集中供
暖，按照每月 5.8元/平方米收
取采暖费，在他记忆中，今年已

经是该小区的第三个供暖季
了，前几年暖气费收取工作在
11月初就完成了。

“这几天业主群都炸锅了，
有人说因为物业的合同在今年
12月份就要到期了，所以就没有

安排小区的供暖工作。”白先生
说，对此不少业主在群里议论
纷纷，许多人表示，无论消息是
真是假，不能对业主的采暖问
题不管不顾，小区这么多人，一
整个冬天用不到暖气可咋办。

传物业到期业主担心不供暖
“今冬无法供暖大家自行解决”

八旬老人担心今冬怎么熬
本报“2018问暖时刻”报道启动以来，许多市民打电话反映小

区或家中的暖气问题，昨日记者梳理这些热线发现，供暖前几个突
出的“暖气问题”为：是否按时供暖，暖气价格高，捆绑收费，房子不
住人该缴多少暖气费等。

今年小区是否会准时供暖？供暖收费是否合理？室
内温度达不到18℃咋办？收取“碰口费”合理吗？为何暖
气费要按建筑面积收不按使用面积收？有邻居“蹭热”如
何是好？老旧小区如何取暖……

本报今年继续开通“问暖热线”，如果您在供暖中遇到
什么问题，请拨打“问暖热线”029-965369进行反映。
本报将把读者投诉的问题，反馈给供热企业或监管部门，
力争在市民与供暖公司、管理部门间架设一道沟通的桥
梁，让市民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塑料机械厂家属院：

正在进行施工审批

直击现场

反馈报道

梳理热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