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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问暖
965369

关注民生 服务市民965369

大秦直击大秦直击

热线实录
市民周先生反映：他在锦上壹

品小区租住，小区是自备锅炉供
暖，开发商和物业是一家，房东欠
开发商钱，物业拒收他的暖气费，
不给他供暖。他作为租户夹在中
间很为难。

请曲江新区管委会速查并回
复本报！

市民常先生反映：今年 4月至
10月，他在西安蓝钻置业有限公司
工作，8月份应发工资（包括提成）
1.4万余元，公司只给了他 3900余
元。10月，公司让员工在手机上开
通 58同城网络端口，端口费用每
月 1333元，要求从工资中扣除，不
开通就让走人。他没有开通，只好
离职。公司一直不给他劳动合同，
在西安市总工会工作人员的协调

帮助下，他才拿到了合同。拿到合
同后，他多次讨要工资，至今没拿
到，希望能得到帮助。

请未央区劳动监察大队速查
并回复本报！

市民孟先生反映：他是莲湖区
金辉天鹅湾小区的业主，个人要求
供暖分户计量，热力公司只给提供
按面积收费的合同，不给提供按流
量收费的合同，并且告知他不签按
面积收费的合同就交不了费，11月
25日前不交费就要给他停暖。

请莲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速查并回复本报！

市民孔先生反映：航天天沣园
小区11月10日开始供暖，但他所居
住的整个单元24户都没有暖气，原
因是这个单元一楼一家住户暖气管

道漏水，住户不同意入户维修。
请西安航天基地管委会速查

并回复本报！
市民屈先生反映：西安市碑林

区北沙坡街兰蒂斯城三期，暖气只
有一点点温度，物业和热力公司多
次沟通没有好转。

请西安市碑林区太乙路街道
办速查并回复本报！

市民张女士反映：临潼区桃源
新苑小区，暖气不热，天气很好的
时候家里也只有16℃，暖气片都换
了两次了也不管用，天气稍微冷点
在家里还要穿羽绒服。

请西安市临潼区秦陵街道办
事处速查并回复本报！

市民刘先生反映：西安音乐学
院供暖锅炉噪音特别大，隔音没有
处理好，他住在隔壁的新加坡小
区，除了每天晚上10点到早上5点
不响，其他时间都很吵。

请西安市雁塔区小寨路街道
办事处速查并回复本报！

（以上信息为本报热线实录，
请相关部门及时核查后，将核查及
处理结果通过新闻传真 029-
82223112回复至本报）

本报记者李佳
实习生曹睿洁整理

最近，辰宫·双河湾小区的业
主史先生向三秦都市报热线反
映，从集中供暖正式开始至今，家
里的暖气始终没有温度，物业来
看了几次，一直没有解决问题。

11月 24日上午，记者来到辰
宫·双河湾小区。在史先生的家
中，记者用手触摸发现，暖气入水
管道温度不高并不烫手，而暖气
片基本感觉不到暖意。史先生的
爱人魏女士介绍，这几天晚上明
显比较冷，估计可能不到 10℃，自
己已经多次向物业反映这个问
题，物业也几次派人上门给暖气
片放水，但温度一直没有明显的
变化。

“冬天我们基本一天都不敢
开窗，一开窗孩子就嫌冷。大人
在家得穿毛衣，小孩得穿上棉袄，
晚上睡觉也得盖上很厚的被子。
这几天中午阳光好，室温应该能
达到 18℃，到晚上的话就不好说
了。”业主王女士告诉记者，她家
在装修时还特地更换了暖气片，
但入住三四年了，每年采暖季暖
气片都只是温温的，物业人员检
查后也只对楼道的管道进行简单
的排水，说入户的水管温度正常，
室内温度低的问题从来没解
决过。

随后，记者走访了部分使用
地暖的住户。业主汪先生家里的
温度计显示，11 时 03 分室温为
24.2℃。汪先生介绍，开发商在
交房的时候，取暖设施为暖气
片，同时也为改造地暖留有足够
的空间，业主在装修的过程中，

可以自行选择是否进行地暖改
造。“我家去年新装的地暖，温度
一直还可以，去年和今年采暖
季，室内温度基本都可以达到
25℃左右。”

魏女士提供的业主群聊天
记录显示，小区里有不少业主家
里使用暖气片，也有许多业主家
里是地暖，而使用暖气片的业主
普遍反映家里不热。有业主反
映 ，白 天 测 温 勉 强 可 以 达 到
18℃-19℃，主要问题是太阳落山
后，这个时间测温几乎都不达
标。其中一位业主说自己家的
温度能达到 24℃，并表示“测温
人说地暖温度都好着，暖气片的
不行”。

一个小区既有地暖用户，也
有暖气片用户，如何平衡二者供
暖需求？如何解决业主普遍反映
的暖气片不热的情况？带着这些
问题，记者前往该小区物业服务
中心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相关负责人外出暂时无法联系，
请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及相关问
题。截至发稿，记者暂未接到物
业公司回复。对此，本报将继续
关注。

三秦都市报全媒体“热线问
暖”特别报道，集中报道百姓今冬
关注的供暖问题，通过热线问暖
报道，搭建市民与供暖等部门沟
通解决问题的平台，让古城百姓

“温暖”过冬。如果今冬你家有供
暖方面的疑惑和问题，请及时拨
打965369问暖热线反映。

本报记者文晨实习生赵鋆

辰宫·双河湾小区出现两种供暖设备

地暖用户说热
暖气片用户喊冷

“转眼五年了，我真的渴望再
回到职场，从事跟自己专业有关的
工作。希望能有企业给我这个机
会。”11月 24日，因病失业的西安
市鄠邑区蒋村街道王过村村民王
建飞拨打本报 965369新闻热线，
他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来补贴
家用。

2017年，因糖尿病无法继续从
事软件测试相关工作，当时刚刚30

岁的王建飞不得不回到老家休
养。孩子尚小，妻子也没有工作，
病中的他只能在家附近打零工。

“每天挣七八十元钱。”
尽管村上也一直在关注王建

飞一家的情况，2020年5月为他申
请了低保补助和危房改造补贴，但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上学花销、后
续治疗的费用，都成了他的负担。

“两个孩子，大女儿初一，小的才 3

岁。”
王建飞说：“我大专毕业后，从

事了近十年电脑信息技术方面的
工作。从 2007年开始，在中国移
动广州分公司工作了 5年，从事手
机信号网络维护方面的技术工
作。2011年返回西安后，也相继从
事过两份软件测试相关的工作，直
到2017年生病后才辞职。”

本报记者李佳实习生曹睿洁

热线求助

他因病失业如今渴望再回职场
希望能找一份工作补贴家用

给孩子报的足球培训班因老
师离职停了课，找到培训机构想退
费，却遭遇退费难。

“这个培训机构名叫花香盛世
国际体育，去年 10月，我与这家机
构签订合同，给孩子报了个 48节
课时的足球培训班，交了 5980
元。”昨日，维权家长之一的何女士
向记者介绍自己的遭遇称，今年 9
月，由于机构教练离职，孩子剩下
的 19节课迟迟未能开课，于是她
要求机构退费。“这 19节课一共是
2367元。去年报班时，我还同时交
了 1380元给孩子报了个暑期强化
班，后来这个强化班人数不够没开
课，机构说给我延期到日常的课程
里，现在也没上，加起来一共是
3747元。”

何女士说，培训机构却不认可
这样的退费方式，称 5980元的价
格是优惠价，退费需按原价扣除，
且要扣除20%的违约金，这样算下

来，孩子剩下的 19节课仅能退几
百元。“这我肯定不能接受，于是退
费问题从 9月份一直僵持至今。”
何女士无奈道，这段时间，她为此
事先后向多个管理部门投诉，但均
一无所获，目前只能将该机构起诉
到了法院。

家长廖女士、赵女士也有着相
同遭遇，目前均剩余 2000余元课
时费面临退费难。

“机构也给我们说退费可以，
但必须扣除 20%的违约金。但我
们就此有两个疑问：一个是签订合
同时，对方并未提及违约金一事；
二是违约并非是我们的原因造成
的，而是机构突然没了老师开不了
课，违约金怎么能由我们来承担？”
几位家长质疑道。

记者随后前往该培训机构位
于新城区万悦城 2号楼的办公地
点了解情况。一位王姓负责人称，
公司一直在就相关退费问题与家

长们沟通，迟迟未完成退费就是因
为违约金问题未能达成一致。“针
对家长的质疑我可以说一下，其实
我们的合同中是写了发生退费情
况即要承担违约金的；还有就是 9
月份确实因教练离职导致课程暂
停了一段时间，但 10月份新教练
来课程已经恢复了。这两年因为
疫情、下雨等原因，课程暂停的情
况时有发生，在我们看来这是在正
常范围内的，不算违约。但家长不
想跟新教练，想退费我们也可以理
解，所以就一直在沟通这个问题。”

该负责人称，目前机构已作
出妥协，决定给家长们全额退费，
不再扣除违约金。“已经在联系家
长们要资料了，这需要一个过程，
预计 12月 14日前完成退费，也希
望媒体监督。”该负责人表示，完成
退费后，将第一时间联系本报反馈
信息。

本报记者张晴悦

教练离职停了足球课家长要退费
培训机构回应：12月14日前完成退费

11月24日，雁塔区百场书画进社区文艺惠民活动在融创珑府
社区举办。现场十余位书画家和社区文艺爱好者一起交流书画，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代泽均 摄

书画进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