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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楼“穿衣”让屋里保住温

暖气片也“温乎”
家里却不暖和

济南市环山路 7 号的大众
日报社三宿舍南区居民王先生
反映，小区从 2013 年开始加入
集体供暖，可是暖气却一年不如
一年热。“屋里温度只有 18℃-
20℃，在外头穿什么衣服进屋还
是穿什么，暖气摸着就是温乎而
已。”家住 7 号楼的王先生把手
揣进羽绒服里，满腹抱怨。

“一方面是因为热企输送过
来的热水温度比较低，暖气不算
热，另一方面，三宿舍楼房建成
于 1999 年，外墙没有保温层，不
是节能建筑，有点热气也散没
了。”三宿舍的和家邦物业公司
工作人员说，每天都会有工作人
员 测 量 水 温 ，进 水 水 温 平 均
40℃，回水水温35℃左右，而由
于是老小区，暖气片使用年头较
长，生锈、老化比较普遍，也会影
响供暖效果，小区里一楼阴面的
住户家里尤其冷。

隔壁大众嘉园的热水来源
和三宿舍南区一样，暖气片摸
着也差不多，但室内温度却能
达到 24℃ ，“家里挺暖和，穿个
薄毛衣就行。”家住大众嘉园 5
号楼的一位居民说。记者了解
到，大众嘉园是 2007 年以后落
成的，楼体外墙自带保温层，窗
户也都是真空玻璃，因此“热
气”散不出去。

“我们多次向热企反映过，
但也就是降温比较明显的时候
水才能更热一点。”大众日报社
三宿舍的物业工作人员说，之前
已经向历下区建委申请了楼房
的节能改造，但是 2017 年并没
有轮到他们。

济南市历下区城乡建设委
相关负责人田靖介绍，2017 年历
下区计划改造辖区内近 100 万
平方米的老旧楼房，包括市审计
局宿舍、开元山庄、燕子山路小
区、明湖小区等 10 多个老旧小
区，目前已经基本完工。“ 2018 年
的改造任务是 150 万平方米，但
是具体将在哪些小区动工还没
确定，还需要进一步摸底、筛选，
优先改造比较集中、符合条件的
片区，上半年就可确定改造小区
名单，并且尽量将外墙保温工程
和小区环境改造提升结合起来
同步进行。”田靖介绍。

老楼穿上“新外套”，屋里热了3℃-4℃

2日，记者来到济南历城区
的省地矿局宿舍，5栋楼房焕然
一新，穿上了一层亮黄色的“新
外套”，在窗口位置凑近看，这
层“外套”大约5厘米厚。72岁的
刘守英住在5号楼西头的一楼，
家 里 的 温 度 计 显 示 室 温 是
23℃，说起家里温度的变化，刘
守英很高兴。“去年供暖以后家
里也就18℃左右。暖气管道从
上往下走，一楼暖气原本就没
有楼上邻居们热乎，我们家又
位于楼西头，周围没有邻居‘包
着’，屋里的温度不算高。”刘守
英说，以前她们家和东头居民
家里几乎是整栋楼室温最低
的，但今年明显感觉到屋里热
起来了。

这5栋楼从九月初开始施
工，10月底完成改造。“一般来
说，一栋5000平方米以下的建
筑，45天能基本改造完成。”历
城区城乡建设委相关负责人张
长玉介绍，这一小区于2016年提
出申请，被列入2017年改造计
划，由东风街道办事处申请、组
织实施等工作。

张长玉介绍，济南市历城
区2017年共对144万平方米的既
有建筑进行了节能改造，除七
里河小区、凤鸣山庄和济钢片
区仍需继续施工外，其他小区
都已经完工或基本完工。“在进
行楼体节能改造的同时，也对
小区整体环境进行了改造提
升，包括线缆落地、管道更新

等。”张长玉说，保温层最外面
的这一层涂料也有规定，颜色
必须符合城市规划的要求，与
周边环境的整体色调相匹配。

济南市城乡建设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2017年全市的改造计
划为600万平方米，后来又增加
了济钢宿舍区的53万平方米，
按照每户80平方米计算，到2018
年5月验收，2017年的改造工程
至少能惠及8万户居民，截至目
前已经完成了80%。“外墙保温
施工要求不能在零下5℃的环
境中进行，因此为了保证工程
质量和安全，多数还未施工完
成的小区就暂时停工了，需要
等开春以后完成收尾工作。”负
责人说。

改造补贴每平方米 90 元，用高级材料得居民掏钱

根据《意见》，建筑节能改
造资金按每平方米90元补贴，
由市、县区财政及供热企业各
承担三分之一，居民不需要掏
钱。不过负责人介绍，补贴资金
只能满足在建筑外墙采用薄抹
灰系统进行改造，如果需要更
好的材料，如保温装饰一体板，
成本或许更高，多出的资金由
居民自行承担。“外门窗作为房
屋保暖的一部分，不包括在节
能改造里边，居民如果有需求，
可以自行投资改造。”济南市建
委负责人解释。

在历城区七里河小区，同

样是节能改造，但楼体外观和
省地矿局宿舍、济钢新村等小
区不太一样，米白色的主体、墨
绿色的勒脚和房顶让楼房看起
来像一栋栋小洋楼。居民韩家
英对穿上新衣的家很满意：“我
们小区的楼房原本就很漂亮，
本来担心做了保温层会变丑，
现在觉得比原来更好看了。”

张长玉介绍，七里河小区用
保温装饰一体板材料做外保温
层，而一般比较多见的是薄抹灰
系统。“一体板在外观和性能上
都比薄抹灰要好一些，能更耐风
吹日晒，而且因为用不到水泥、

涂料等材料，不必因气温过低而
停工。”张长玉说，现在七里河小
区还有两栋楼没有改造完，预计
还有10天左右完工。

这种保温装饰一体板成本
比薄抹灰要高出大约三分之
一，超出了国家补贴的范围，那
多出的部分谁来掏？

“按照市里要求，这一部分
资金应该由居民来出，大约是
30元/平方米。因此在动工前，
牵头的居委会对居民意见进行
了调查。”张长玉说，最后由七
里河小区居委会出了这一笔
钱，居民也基本无异议。

改造有界限，要拆迁的不能改

济南市今年上半年发布的
《济南市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
造实施意见》中提出，截至2020
年，济南将对2000万平方米具备
改造价值的老房子完成建筑节
能改造。那么什么样的老房子

“具备改造价值”？
首先，节能改造只针对已

经加入或者计划加入集中供暖
的小区。“节能改造工程和接入
集中供暖可以同步进行，在对
小区进行筛选时，有关部门会
先和热企进行沟通。”济南市建
委负责人介绍，改造建筑的建

造年限应该在2007年10月1日之
前，因为根据国家要求，这之后
的新建建筑都必须是节能建
筑。同时，建筑应通过抗震、结
构、防火安全评估能保证安全
使用20年以上。此外，列入城市
拆迁范围内或者有拆迁意向的
小区也不能参与改造。

据了解，相同供热面积下，
非节能建筑的采暖能耗为节能
建筑的两倍。济南市建委负责
人表示，热企现在意识到节能
改造后更有利于节能减排和供
热系统的稳定，减少居民因对

供热效果不满而投诉的概率，
所以热企今年也积极地参与进
来。通过节能改造，供热效率可
大大提高，热企可以将节约下
的供热能力满足更多用户的供
热需求。

据介绍，目前符合相关条
件的小区，只要有2/3以上业主
同意，就可以通过街道办、原产
权单位或政府指定机构代表业
主向所在区住建委进行申请。
被列入当地既有居住建筑节能
改造计划的建筑，即可组织实
施节能改造。

□记者 郝小庆

2017 年，随着清洁
供暖的不断推进，许多
供暖孤岛加入集中供
暖，越来越多的济南市
民家里热了起来。但有
一部分老旧小区的居民
楼由于不是节能建筑，
尽管享受着集中供暖，
家里却不够暖和。2017
年 4 月，济南市发布《关
于加快推进既有居住建
筑节能改造实施意见》，
提出到 2020 年，将完成
2000 万平方米建筑节能
改造，让济南市民住上

“冬暖夏凉”的房子。

济南首个项目尝鲜
用地热资源供暖

近日，位于黄河南的济南
世纪英华学校实现了地热资源
供暖，属济南市区首例。

世纪英华校园旁边的换热
站 ,收尾工作正在进行。“现在
站内整套供热系统都完工了 ,
且已经给附近学校注水打压，
水循环连续运行几天了。”相关
负责人介绍 ,站内的热泵分两
种 ,一种是电暖 ,一种是燃气驱
动的。

据了解 ,该项目主要采用
地热取暖。地热水进泵站之后
首先进旋流除渣器除渣 ,再进
除污器,随后进板式换热器。依
靠整个泵站把地热水的热量置
换出来 ,置换出热量以后 ,温度
降低的地热水再通过这个系统
把它回灌到回灌井里,“实现取
热不取水。”该负责人介绍，取
热不取水的方式不会对地表水
造成污染 ,避免造成沉降 ,也让
供暖更加清洁环保。“每年可以
减少煤炭燃烧200多吨。”

据《齐鲁晚报》

青岛2017年完成
节能改造370万m2

据了解，青岛从 2015 年开
始着手对老旧楼院进行既有
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项目，计划
三年内完成 950 万平方米既有
建筑的节能改造，改善约 3200
栋老旧建筑品质、11 万户居民
的室内居住环境。据测算，改
造完成后，室内温度冬季提高
3℃- 5℃ ，夏季可降低 2℃-
3℃，冬暖夏凉效果明显。同时
降低采暖能耗 40% 左右，每年
可节省燃煤约 4 . 8 万吨，减排
二氧化碳约 12 . 8 万吨。

截至 2017 年底，青岛 370
万平方米改造年度计划已基
本完工，市内三区居民可向当
地区政府咨询相关事宜。市南
区城市管理局：88729206；市北
区城市管理局：81631023；李沧
区城市建设管理局:87639166。

据大众网

相关链接

济济南南市市历历城城区区省省地地矿矿局局宿宿舍舍已已全全部部改改造造完完成成，，老老楼楼穿穿上上了了““新新衣衣””。。记记者者 郝郝小小庆庆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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