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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1月26日电 （记者
王凯 邵鲁文） 冬季集中供热是我国
北方省份一项民生大事，但“新华视
点”记者近期了解到，一些地方出现
住户偷热、截热、蹭热等现象，不仅
拉低了其他住户的室温，还造成公共
资源、能源严重浪费，供热设备维护
难度增大，极易损坏，社会负面影响
逐渐凸显。

偷热、截热、蹭热拉低左邻
右舍室内温度

有济南市民向记者反映，因邻居
蹭热不交暖气费，导致同一栋居民楼
的其他户屋内温度下降。

记者从济南市某热企智慧供热平
台上查看多个小区供热情况发现，确
有一些用户显示停热，他们的住房通
常位于单元楼中间位置。热企工作人
员表示，除一些特殊情况外，确实存
在一些住户蹭热的可能。

居住在济南市天桥区某小区的李
艺 （化名） 便是众多蹭热族中的一
个。自从搬进小区以来，她没办过几
次用热。

“不交取暖费家里也能达到 20
度。”李艺说，她所在的小区均为地
暖，她家又位于单元楼中间位置，上
下左右邻居都开暖气，热气传导到自
家能达到20度左右，白天阳光好的时
候温度甚至还会更高一些，“哪怕有
几天极寒天气，在家穿件薄外套也没
问题。偶尔开空调也比交取暖费划
算”。

济南一位热企的供热管家表示，
和李艺一样蹭热的市民还有不少。他
所服务的小区很多用户都报停用热，
但实际上一些人依然在此居住。

“一般情况下，如果一栋楼里有
多家用户报停，左邻右舍家的温度肯
定会下降。至于具体下降多少度，则
受房屋年代、结构、朝向、楼层、节
能状况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城镇
供热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教授级高工
牛小化说。

此外，偷热、截热现象也频频出
现。记者在济南一些小区看到，每一
户室内管道和室外主管道的连接处均
有一个用于维修、维护和控制开关的
管道阀门，有一些阀门开关非常容
易，存在偷热的隐患。

有业主表示，即使不缴纳取暖
费，想方设法私自把阀门打开，室内
暖气一样可以有水循环，虽然温度没
有供暖家庭高，但也有一定效果。

华能日照热力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树江说，一些用户在家里暖气中私接
水龙头截取大量热水，通过截热将其
用于涮拖把、冲厕所等生活用途，满
足自身家庭需要。为此，日照市莒县
一些供热企业只好发布公告，表示为
杜绝用户私自放水行为，公司迫于无
奈，将向供暖管网内持续添加“供热
臭味剂”。

占热能便宜造成能源浪费、
损坏供热设备

专家表示，偷热、截热、蹭热等
行为，不仅拉低了其他住户的室温，
还会造成能源浪费，导致供热设备受
到损坏。

牛小化表示，热能是一种特殊商
品，具有传导的特性，报停蹭热增加
了其他热用户的能耗。因此，故意不
交取暖费而蹭热，实际上是个人不合
理侵占了公共资源，损害了其他热用
户和企业的利益。

记者了解到，偷热、截热的行为
同样会造成严重后果。位于济南高新
区某社区的物业管家张云告诉记者，
由于供热需要稳定、平衡的水循环系
统，截热的行为会造成二次管网热水
流失量过大，压力降低，无法满足每
个楼层、每户居民的供热需求。为保
证正常循环，换热站只能向二次管网
内加凉水，保证循环系统的正常运
行，当无足够的水源补给时会引发供

热设备和管网损坏，导致用户停热。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环能科技供

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闪闪表
示，一旦用户截热放水，为保证供热
设备正常运转，热企就要在常规补水
之外进一步不断添加新水，正常添加
的新水都是经过化学处理的软化水。
由于一些地方截热放水情况较多，热
企的软化水处理能力有限，软水处理
成本也较高，因此为了保障居民用热
和管网安全，企业只能添加普通自来
水，这样一方面会腐蚀居民家中的钢
制散热器，另一方面也会导致供热管
道内水垢越积越多，最终威胁管道供
热安全。

“在这个过程中，热能也会有很
多白白损失和浪费，热企加热回水的
能耗肯定要大于正常情况下加热回水
的能耗。”袁闪闪说。

济南能源集团所属济南热力集团
客服管理部经理欧兆进说，偷热行为
也侵害了其他热用户的利益。因为供
热企业根据生活区用热面积提供供热
量，偷热就相当于分流了正常用户的
热量，相关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

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新亮
表示，私放热水、私开阀门等行为，
扰乱了正常的供热秩序，严重侵害了
广大热用户的权益，有关部门应依法
依规进行查处。

针对“每户供热的小阀门，存在
偷热的隐患，为什么不能取消”的疑
问，供热企业表示，分户阀门主要作
用是工程维修、维护、保养，每年企
业都需要对小区进行供热设备维护保
养；用户家的暖气设备出了问题，也
需要先把阀门关闭后再入户维修，这
是供热设备工程安装的标准和规定。
此外，分户阀门还可以控制开关，用
户选择报停后供热企业就可以关闭。

多措并举逐步破解居民用热
难题

一些专家呼吁，规范用热行为、
节约资源和能源的根本措施是加强立
法。牛小化说，应综合不同地区在供
热方面的特点，制定一部供热领域的
基本法规，指导各地开展供热管理，
让地方政府在规范用热行为、打击违
法用热等方面可以有法可依。

“应继续加大居民用热行为的宣
传教育力度。”李树江表示，每年即
将进入采暖季时，各地政府部门应大
力支持热企通过线上、线下等各种渠
道进行正确用热行为的宣传教育，尤
其是要详细告知用户违法违规用热的
表现、后果和处罚措施，签署合理合
法合规用热协议书，使其逐步养成正
确用热的意识和习惯。

逐步建立警企联合的执法机制也
是关键要素。欧兆进说，由于热企没
有执法权，目前济南市已施行警企联
合的执法机制，一旦发现违法违规用
热，供热企业便联合当地公安前往查
处。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快速、高
效、有力地打击部分违法违规用热的
现象，应持续深化合作。

袁闪闪等专家表示，如条件允
许，可在楼栋供回水管上安装具备流
量监测功能的设备，通过定期对供水
管流量与回水管流量的比较，确定楼
栋是否存在偷热和截热现象，再进一
步加大巡查，排查问题用户。

针对“如果有用户确实长期不
住，是否需要交费”等问题，业内人
士表示，报停会损害其余正常用热居
民利益，也占用了公共资源，提高了
能源消耗。因此，应科学合理制定报
停基础热费补偿，针对生活困难群众
和特殊人群等可适当进行政府补贴。
在此基础上，有关部门应逐步推广、
升级智能热计量设备，以单元楼为单
位安装智能热计量设备，每户安装温
控调节装置，热费按“用多少、收多
少”的原则收缴，加强收费的合理性
和准确性，使用户缴费缴得明白、缴
得放心、缴得公平。

偷热截热蹭热违规用热何时了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记者周圆） 为
了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降低疫情传播风
险，中国民用航空局26日发布通知，进一步
扩大免费退改政策的适用范围，明确自1月27
日0时起，已购买1月28日至3月8日春节期
间机票的旅客，均可办理免费退票或至少一
次改期。

具体退改规则为：乘机日期在1月28日至
2月3日的旅客，自1月27日0时起至航班起飞
前可提出退票或改期申请；乘机日期在2月4日
至3月8日的旅客，自1月27日0时起至航班起

飞前7天可提出退票或改期申请。1月27日0
时前已申请退票或改期的旅客，不适用于本政
策。

民航局要求，各航空公司可以根据通知要
求，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此前，民航局1月2日下发《关于切实做好
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下客票退改服务工作的
通知》，针对国内出现局部聚集性疫情的地区，
要求各航空公司及时制定发布客票免费退改
方案。通知下发后，国内多家航空公司及时跟
进发布了具体实施方案。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记者梅世雄）记
者26日从国防部获悉，中印两军1月24日，在
莫尔多/楚舒勒会晤点中方一侧举行第九轮军
长级会谈。

双方就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区脱离接
触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均认为本轮
会谈积极务实且具有建设性，进一步增进了双

方互信和相互理解。双方同意尽早推动一线
部队脱离接触，同意遵照两国领导人重要共
识，继续保持对话谈判势头，尽快举行第十轮
军长级会谈，共同努力推动降温缓局。双方同
意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一线部队保持克
制，稳控西段边境实控线地区的局势，共同维
护和平与安宁。

新华社济南1月26日电（记者杨文）山东
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结张超 （曾用
名张志超） 申请国家赔偿一案，1 月 26 日，
依法向赔偿请求人张超支付赔偿金 332 万
元。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临沂中院充分听取了
张超及其委托代理律师的意见，双方进行多次

协商，就赔偿相关事项达成一致，临沂中院依
法作出赔偿决定。赔偿金综合考虑了张超被
限制人身自由及精神损害的具体情况、本地平
均生活水平等因素。

2020年1月1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志超强奸再审一案
公开宣判，宣告张志超无罪。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记者孙少龙）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6日消息，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通报202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
审查调查情况。202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
接收信访举报322.9万件次，立案61.8万件，处
分60.4万人，包括省部级干部27人，厅局级干
部2859人。

通报显示，2020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
共接收信访举报322.9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
170.3 万件，谈话函询 36.4 万件次，立案 61.8
万件，处分 60.4 万人 （其中党纪处分 52.2 万

人）。处分省部级干部27人，厅局级干部2859
人，县处级干部 2.2 万人，乡科级干部 8.3 万
人，一般干部9.9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
员39.8万人。

根据通报，2020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
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共195.4万
人次。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
133万人次，占总人次的68.1%；运用第二种形
态处理48.5万人次，占24.8%；运用第三种形态
处理7.1万人次，占3.6%；运用第四种形态处理
6.8万人次，占3.5%。

这是1月26日在沈阳市浑南区拍摄的市内雾景（无人机照片）。
当日，沈阳出现大雾天气，城市楼宇在浓雾中若隐若现。 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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