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事汇05 2019 . 11 . 8 星期五
首席编辑、组版/于梅君

新小区想用热需交齐“整楼”采暖费？
济南供热新规引热议，一些小区开发商没补齐费用，业主担心供暖无望
□生活日报记者 李震

“ 我 们 小 区 超 过
60%的居民已交了采暖
费 ，怎 么 就 不 给 供 暖
呢？”近日，多位历城区
孝和泉韵小区的居民反
映，小区交房后首次申
请集中供热被卡住，原
因是济南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下发了《关于进

一步规范集中用热开户
协议书有关内容的通
知》，其中规定，房地产
开发企业要向集中供热
企业交纳整楼一个采暖
季取暖费。

“整楼”一词引起多方
讨论，物业、供热企业均理
解为“开户率要达100%”。
小区业主担心达不到条
件，供热无望。

孝和泉韵小区：

开户率达60% 供热申请却被退回
去年底，历城区闵子

骞路孝和泉韵小区交房
了。今年10月初，刘鹏(化
名)将取暖费交给了小区
物业。刘鹏说，根据之前
热力企业的规定，新小区
首年用热的开户率达到
60%就可以供暖，于是他
和几位邻居组织起来，动
员业主们缴费，力争今年
就用上暖。

“业主把钱交给物
业，再由物业交给热力企
业。”刘鹏说，费了好大
劲，好不容易开户率“达
标”，可他意外得知小区
供暖有点悬。“物业对我
们说，刚出台了新政策，
热力企业要求小区全部
缴纳供暖费才能供暖，可
我们这是新小区，肯定达
不到100%。”刘鹏说。

博兴小客户不幸罹患重疾 太平人寿快速理赔40余万元
四岁，本该是天真烂漫、无忧无虑

的年龄，可是滨州博兴的小客户L却不
幸患上了神经母细胞瘤，小小年纪就饱
受病痛折磨。多次辗转济南、北京，一直
奔波在治疗的路上。近日在山东大学齐
鲁医院进行腹膜后神经母细胞瘤切除
术，手术比较顺利，目前病情稳定。

所幸，她的父母保险意识很强，在
孩子一岁时就购买了健康险以及医疗

险。2019年10月，客户至太平人寿博兴支
公司柜面申请理赔，公司工作人员热情
接待，积极帮助客户收集资料，仅用5天时
间就将40余万元理赔款打入客户账户中，
客户收到理赔款后激动地说：“最近为了
给孩子看病，已经借了很多外债，这下感
觉轻松多了，孩子后期的治疗费也有了
保障”。并表示会为家人继续加保。

据悉，客户李女士为自己的女儿于

2016年4月在太平人寿博兴支公司购买
了太平福利健康+终身寿险(分红型)，太
平附加福利健康+重大疾病保险，保额
30万元，太平真爱健康医疗保险2007，年
交保费5437元。2016年9月再次购买太平
福禄倍至B款重大疾病保险，太平附加
福禄倍至B款两全保险，保额12万元，年
交保费1608元。本次赔付后太平福禄倍
至B款重大疾病保险继续有效。

供热新规：

开发商须交整楼一个采暖季取暖费

11月7日，刘鹏向记
者提供了《济南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
步规范集中用热开户协
议书有关内容的通知》。

在新建小区供暖方
面，《通知》明确，对具备
用热条件的新交房住宅
小区以单体楼为单位，
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采
暖季前3个月提出用热
申请，并按现行采暖费
价格向集中供热企业交
纳整楼一个采暖季取暖

费。对不用热的住户，房
地产开发企业不得收取
采暖费。对用热的居民
住户，集中供热企业应
保证达标供热。在这段
话中，“整楼”一词让业
主慌了神。

“按开发商和热企
的解释，整楼就是全部
用户，就是说开户率要
达到100%。”业主赵华
(化名)说，虽然文件中
要求费用由开发企业交
纳，但她觉得并不现实。

物业回应：

正和热力公司协商缴费问题

带着业主的疑问，11
月7日，记者来到该小区
售楼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开发商和物业一直在
和供热企业沟通，“供热
企业说是新下的文件，但
我们这里已有很多业主
交了取暖费，而且我们有
很多房子还没售卖呢，也
负担不起整楼啊。”

该小区物业负责人
介绍，目前业主缴纳的采
暖费刚好达到60%的标

准，但还未交到供热公司。
该负责人说，物业代

收采暖费，热力公司也来
验收了换热站。“前期我
们和热力公司联系，按照
60%这个标准收费，我们
这边收齐了费用，但热力
公司又拿出济南市住建
局下发的新文件，所有新
建小区都要按这个文件
执行。我们没这么大的负
担能力，目前正在和热力
公司协商。”

济南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按新文件 开发商需补齐整楼采暖费

11月7日，记者拨打
了济南热力集团有限公
司的服务热线。工作人员
表示，孝和泉韵小区目前
还未满足供热条件。“按
最新规定，开发企业要向
我们缴纳整栋楼的供暖
费，也就是业主理解的
100%。”工作人员说，目
前该小区并没补齐这部
分费用。

对居民担心的开发
企业为还没入住，甚至还
没售出房屋缴纳供暖费

“并不现实”一事，该工作

人员坦言，肯定存在今年
不用热的用户，但按规定

“就是要开发企业承担不
需要用热人群的费用。”工
作人员说，依据就是济南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10月
29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
规范集中用热开户协议书
有关内容的通知》。

那之前规定的满足
60%缴费率即可供暖是否
就失效了？该工作人员有
些模棱两可：“应该是，我
们是按最新规定，建议业
主和开发商协商。”

官方解读

“整楼”就是开户率100%是误读
住建部门：新小区入住率低也能用热
□生活日报记者 李震

采访中，不少人对“整栋”一词
颇有微辞，11月7日，济南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解读了新小
区用热新规。据介绍，新交付小区

首次开户没有用热率达到100%才
能供热一说，开发商补齐首个采暖
季整楼采暖费，实际上是对开发商
的约束，既解决新交房小区因入住
率低无法供热问题，又保障新交房
小区刚需住户用热质量。

“用热户数量”不能限制刚需住户用热

就《关于进一步规范集中用热
开户协议书有关内容的通知》，济南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新交付小区首次开户没有用热
率达到100%才能供热一说。

据该负责人介绍，根据《山东
省供热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对
已具备供热条件的住宅小区，申
请用热户数达到一定数量的，供
热企业应当供热。”至于“申请用
热户数量”，条例并没有明确规
定，而是提出“具体办法由设区的
市、县(市)人民政府制定”。

“济南市尚未出台认定‘申请
用热户数量’的相关办法，前期是按
照企业标准。”该负责人说，有的热
企执行新交房小区用热率达到60%
给予供热的标准，还有的热企对热
调试合格的新小区，按照实际入住

情况与用户签订用热协议，“这就带
来一个问题，因有的小区入住率
低，甚至连续三四年入住率也达
不到60%，造成刚需用户用不上
热，或者已交供热费用户供热温
度不达标，业主投诉集中。”

“前期我们经过调研，并和
热企、开发企业进行了座谈，解
决问题的思路是优先保障新小
区刚需住户用热。”该负责人表
示，由开发企业以单体楼为单位
先支付第一个采暖季热费，即使
一栋新交房的住宅楼入住率达
不到60%，甚至只有20%或30%，
也能集中供热。

“因此，并没有新交付小区首
次开户用热率需达到100%才能
供热一说，而是保障刚需用热住
户温暖过冬。”该负责人说。

风险责任共担 新规约束各方行为

按今年1月1日实施的《济南市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济南市城市基
础设施配套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
通知》，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集中供热开户协议书进一步规
范，在新建住宅小区集中供热开户
协议书中应注明交房时间及开始
供热时间，这就要求开发企业按照
约定执行，避免用热纠纷。

对新规中开发商补齐整栋楼
采暖费“不太现实”一说，该负责
人表示，这其实是对开发企业的
约束，避免其违约造成更多纠纷。

若开发企业不履行怎么办？
上述负责人表示，具体问题要具
体协商，可以立法形式、行业主管

部门下发规范性文件，或者行业
主管部门、热企、开发企业和用热
户多方协商解决。“我们认为，开
发企业要对产品负责，不做甩手
掌柜，热企也要有责任共享、风险
共担意识，多方协商是解决问题
最好的办法，能达到多方共赢。”

该负责人还表示，首个采暖
季由开发企业以单体楼为单位先
支付第一个采暖季热费，并不意
味着免费用热。“这是保障少数刚
需住户用热，已交纳热费的供热，
不交费的住户不予供热；第二个
采暖季前，由热企与居民住户分
别签订集中供用热合同，房地产
开发企业予以协助。”

新规避免“一刀切”原有协议继续履行

该负责人介绍，新规并不能
“一刀切”理解。对热企而言，新规
也要求其承担一定风险。“举个例
子，一栋楼10户，其中3户有供暖
需求，新规要求保证3户的用热，
热企就要保证这3户居民用热达
标。”该负责人说，“这就需要热企
采取一定措施，加大投入，开发商
多交的钱，热企要拿出部分保证
第二年、第三年甚至之后供暖季
里这些居民的用热质量。”

“另外7户居民，如果第二个供

暖季有供热需求，可直接与热企签
订合同，自己缴费。”该负责人说：

“就业主投诉问题，原来有协议的，
就按原协议执行。我们已列出新建
小区清单，有小区尽管是口头约定，
我们也会督促热企履约落实。”

该负责人表示，新规的核心是
“保障刚需居民用热达标”，就一些
小区出现的问题，将由相关热企与
开发商沟通。由于用户少，供热企
业将努力实现达标供热，也就是室
内18度，这需要用户理解和包容。

原规定：
新小区首年用热开户率达到60%
就可供暖。

新规定

新交房住宅小区，以单体楼为
单位，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提出用热
申请，向集中供热企业交纳整楼一
个采暖季取暖费。不用热住户，开
发商不得收费。

四问“新规”

新小区集中供热开户率要达到100%
才能集中供热吗？

回答：
没有此说法。新规是保障刚需用暖
户，不能简单以“入住率”“缴费率”来
限制。开发商补齐整栋楼采暖费，是
对其约束，也可帮其规避后期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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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

若开发企业不履行、不补齐费用怎
么办？

回答：
具体问题具体协商，开发企业要对产
品负责，不做甩手掌柜，热企也要有
责任共享、风险共担意识。

2
噪

开发商补齐首个供暖季整栋楼采暖
费，第二个采暖季还需补齐吗？

回答：
新小区首个供暖季由开发商补齐整
栋楼采暖费，第二个供暖季，由热企
负责用热住户的用热标准。居民若第
一年没有用热需求，第二年有，可直
接与热企签合同。

噪

小区之前和热企有协议，与新规冲
突吗？

回答：
原来有协议的按原协议执行。有的尽
管是口头约定，住建部门也会督促热
企履约。

噪

4

供热新规

孝孝和和泉泉韵韵居居民民担担心心供供暖暖无无望望。。记记者者 李李震震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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