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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保供热 百姓过暖冬
——“三九”时节探供暖

供暖是我国北方城市冬季最大的民生

工作。“三九”时节，各地的供暖情况牵动着

千家万户的心。各地在建立健全能源保

障、完善供气应急方案、应对供暖日常突出

问题等方面有哪些举措，成效如何？请看

记者发回的报道

本报乌鲁木齐 1 月 12 日
电 记者乔文汇报道：连日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持续低温，该市供热行业管理部
门深入开展“访民问暖”活动，要
求供热企业主动下沉，通过实施
抢险队伍 24 小时备勤制，以及
开展入户走访、上门测温等服
务，确保各族群众住上暖屋子。

本采暖期，乌鲁木齐市供热
面积比上年度增加约 300 万平
方米，4 个主城区实现了天然气
供热。市供热行办市场科科长
赵鹏表示，供暖期前，要求各供
暖企业开展排查隐患、听取居民
建议；与供气、供电、供水单位进
行对接，千方百计做好供暖保障
工作。

据悉，入冬以来，全市供热企
业持续开展“访民问暖”活动，实
地切实解决“供不好”等突出问
题。供热行办组建了 4 个检查
组，加强了极端天气条件下监管
力度，确保供热企业稳定供热。
此外，针对前期问题较突出的片
区，市供热行办还约请相关部门
和专业人员现场“问诊”，科学制
定供热方案。

依托市热力总公司米东区热
网筹建办、广汇热力公司、华凌热力

公司、华源热力公司等单位，乌鲁木齐组建了6支市级供热应急
抢险队。按照要求，各支应急抢险队均已备足应急用管材和备
品备件；大型抢修机械每日至少发动一次，确保运转正常。

1月 12日，记者走进沙依巴克区红十月花园小区居民
李豫川的家中，看到温度计显示室温为23摄氏度。“今年供
暖不错，根据天气情况提前开了暖气栓。热力公司工作人
员发放了便民联系卡，提供上门检测服务。最近 3年冬季
房屋的温度都在20摄氏度以上。”李豫川告诉记者。

为确保困难群众住上暖屋子，乌鲁木齐市还实施了补
助政策。对采取自供暖的城乡困难家庭，每户每年补助 3
吨燃煤。对集中供暖的城乡困难家庭，房屋建筑面积不超
过50平方米的，进行全额补助；超过50平方米的，按50平
方米进行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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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既要温度也要态度
本报记者 孙潜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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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12日讯 记者杨学聪报道：近日的低
温，让北京迎来了入冬以来最冷的日子。在全市统一部
署下，各部门强化气源运输组织保障，加强热电气联合调
度、统筹协调；同时，各区从实际出发，宜电则电、宜气则
气、宜煤则煤、宜油则油，因地制宜推进清洁能源改造。

北京是典型的资源输入型城市，约60%的电、40%的
成品油、100%的天然气需外部供应。近日，北京召开专题
会，指出目前供暖形势总体稳定，但仍需紧盯保供不放，确
保气源稳定。会议要求，尽一切办法确保全体市民温暖过
冬。针对近期大风天气，北京市城市管理委采取措施，做
好供热薄弱地区的监测监控和入户测温，重点关注老旧小
区、困难群体房屋供热。

眼下正值隆冬，是天然气供应最关键的时期。北京
本采暖季预计将使用天然气121亿立方米，比上个采暖
季增加14亿立方米。此前，北京燃气集团已与中石油签
约购气合同，力保北京天然气供应。目前，北京各相关部

门正强化气源运输组织保障，加强热电气联合调度、统筹
协调，严格依法查处供热用气等价格违法问题。同时加
强安全隐患排查整改，确保运行安全。

燃气之外，电力也是温暖过冬的重要支撑。1 月
10 日 21 时，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再创冬季新高，达到
1915.7 万千瓦。国家电网北京电力调控中心调度控
制处负责人介绍，今年采暖负荷占比约37%，较去年同
期采暖负荷占比增长约6.5个百分点。

目前，北京“煤改电”用户累计突破100万户，居民
家中采暖全靠电力，一旦遇到停电怎么办？国家电网北
京电力针对全市“煤改电”用户，配备了150辆应急发电
车，设立 1056 位“电管家”，为居民答疑解惑、上门服
务。居民家中一旦停电，可通过 95598、“掌上电力”
APP24小时申请应急送电。此外，北京正积极完善“多
源、多向、多点”设施布局，强化特高压等外送通道和本
地管网建设，全面增强设施保障能力。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刘旭院士牵挂着
福建省南平市绿色产业发展规划编制的事情。2017 年
初，南平市邀请国家部委院所部分院士专家就该市现代
农业、旅游养生、生物、数字信息、先进制造、文化创意等7
大产业发展进行梳理、论证和规划编制。在近一年的时
间里，30多名院士、专家团队几进南平市各地，深入调研，
反复论证。2017年11月中旬，凝聚众多专家心血的南平
市《绿色产业发展行动纲要》及其配套政策体系正式
发布。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建立健全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绿色产业发展行动纲要》
的正式发布，表明南平的绿色发展有了纲要来统领、规划
来指导、政策来支持。7大产业将构建起高技术化、高附加
值化、低碳化的产业体系，找到加快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
山银山的路径，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提供南平方
案。同时，这也是我们科技工作者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关
于绿色发展的一次生动实践。”刘旭的话语中流露着兴奋。

南平市以绿色发展为引领，破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
境保护的难题，正是多年来福建省委、省政府致力推动生
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生动实践。

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生态环境优美。
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既是大自然的恩赐，也是福建广大
干部群众长期精心保护的结果。早在2000年，时任福建
省省长的习近平前瞻性地提出了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
想，并亲自指导编制《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从
组织领导、科学规划、实践推动、法治保障等为福建生态
文明建设确立了正确方向、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4 年，福建成为全国首个省级生态文明先行示
范区，2016 年，福建省获批建设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多年来，福建省委、省政府始终把生态省
和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当作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不断
丰富和拓展试验区先行先试的内涵。在责任落实上，
坚决落实生态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每年由省
委书记、省长与地市党政“一把手”签订生态环境保护
目标责任书，年底进行全面考核，将生态文明建设目
标任务全面落到实处。同时，优化绩效考核，取消包
括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重点生态功能区在内的 34
个县 GDP 考核指标，把考核的重点放在生态质量和农
民增收上。

在守护福建绿水青山过程中，福建着力加快转方式、
调结构，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做好绿色发展的

“加减法”。在“加法”上，福建把产业重点放在先进制造
业上，积极引进集成电路、显示器、新能源等领域技术含
量高、市场潜力大、环境污染小的大项目。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12年的7.45%逐步提高到
2016年的 11%。在“减法”上，就是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对服装、食品、制鞋、机械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实施智
能化改造，加大环保技改力度。目前，全省单位GDP能耗
下降至 0.439 吨标准煤/万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四分
之一，4项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为全国的一半左右，为新
旧动能转换腾出生态容量空间。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自设立生态文明试验区以来，福建省委、
省政府从解决群众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生态环境问
题入手，加大水、大气、土壤污染治理力度，集中打好攻
坚战。福建长汀县曾是南方水土流失最为严重地区。
据 1985 年遥感普查，全县水土流失面积达 146 万亩，占
这个县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2011 年，福建省委、省政
府作出决策拉开了长汀大规模治山治水的序幕，经过
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如今长汀县水土流失面积减少
了 106 万亩，实现了从荒山到绿洲再到生态家园的历
史性转变。

福建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全国首个生态
文明试验区，福建还深化绿色创新，着力完善生态文明
体制机制，在林权制度改革、建立省级补偿机制、发展绿
色金融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在全国可复制推广的新成
果。下一步，福建将坚持绿色导向，持之以恒地提升生
态环境质量，把一个“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
的图景展现在 3800多万福建父老乡亲面前。

福建持续深化生态文明实践——

描 绘 绿 色 生 态 家 园 画 卷
本报记者 陈 煜

湖南长沙市纪委近日发
出通知，明确至 3 月 5 日前，
不定期对区县（市）、市直各
单位、各经济园区、市属国有
企业等单位作风建设开展机
动式明察暗访，进一步推进
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
实，确保风清气正。

此轮明察暗访将紧盯享
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督查全
市党员干部遵守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和湖南省委九条
规定、长沙市委“两规定一办
法”等作风建设有关规定的
情况。

同时，向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亮剑”。着重监督检查
并纠正表态多调门高、行动
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纠正
走秀式调研、“推绕拖”、庸政
懒政怠政等反映集中的问
题。此外，还将严查侵害群
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雁过
拔毛”式腐败问题，是否存在
挤占、截留、挪用、贪污、私分
或优亲厚友社会保障、救助
救济、扶贫等民生款物和节
日慰问金的问题。

长沙市纪委联合市直机
关工委、公安、税务、长沙晚
报等部门组成4个明察暗访
小组开展监督检查；市纪委
各派驻纪检组分别组成专项
检查组对驻在单位进行明察
暗访；市国资委及相关部门
对市属国有企业开展明察暗访；各经济园区纪工委负责
辖区内明察暗访；税务部门、工商部门分别在商场、超
市、酒店等地加强明察暗访。

2017 年以来，长沙市将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等工作列为重中之重，持续开展纠“四风”、治陋习等问
题，对走形式、做样子、搞腐化等不正之风严肃问责处
理，公开通报曝光，形成了强大震慑氛围。

此次被通报的望城区月亮岛街道干部柳某，在精
准扶贫中工作作风飘浮，蜻蜓点水，驻村工作不扎实，
区委两次督查指出问题后，仍对整改工作不重视，问题
整改不到位；雨花区同升街道干部侯某等人，在环保工
作中失职失责，没有及时制止违规建设行为……工作
敷衍，走形式、打折扣，责任心严重缺失，对这些办事拖
沓敷衍、庸政懒政怠政的少数党员干部，长沙市坚持

“零容忍”的坚决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以强有力
的惩戒问责手段，督促党员干部提振“精气神”。

该市建立健全了责任追究情况定期报告、典型问
题通报曝光制度，推动形成层层落实，将问责的“板子”
打准打实。2017年以来，长沙共查处不作为、乱作为、
慢作为等失职渎职行为60起，处理14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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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记者走进贵州省镇远县蕉溪镇蛋鸡养殖
场，这里正在举行 2017 年蛋鸡养殖投资保底收益暨

“特惠贷”入股文化园项目分红大会。
在现场，村民们兴致勃勃，喜笑颜开，井然有序地

领取着辛勤劳作获得的红利。“太高兴了，今天我分到了
5500元，孩子的学费有着落了。”蕉溪镇田溪村塘车组的
杨秀武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据了解，杨秀武家有5口
人，孩子们都在上学，自己身体不好，不能外出打工。长
期以来，家里的经济收入一直靠传统的种养殖业支撑，年
收入不足万元。

2017年 8月，杨秀武享受到了易地移民搬迁的优
惠政策，从偏僻的田溪村塘车组搬进了黔东经济开发
区慢坡移民小区，住上了 107平方米的楼房。杨秀武
还在附近做起了小工，2017年的收入已超过3万元。

产业扶贫的全面推进，让群众得到了实惠。蕉溪
镇的分红只是镇远县分红的一个缩影。

围绕“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目标，镇
远县重点发展烤烟、蔬菜、辣椒、精品水果、花卉、食用
菌、畜禽养殖、稻田养鱼等特色优势产业。在推进过程
中，该县以“十大扶贫工程”为抓手，采取“兵团+兵种”
协同打“歼灭战”的方式，扎实开展了脱贫攻坚春季攻
势和“大比武”秋季攻势活动。脱贫攻坚指挥部由县委
书记任指挥长，以乡镇为单元划分为 12 个战区，并组
建 16 个工作专班，分别由分管县领导牵头。截至目
前，该县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7095 万元，实施项目 207
个，完工 139 个，累计覆盖贫困户 14762 户，实现户均
增收1.5万元。

记者了解到，连日来，该县都坪镇、青溪镇、尚寨乡等
12个乡镇都进行了分红。2017年，该县贫困户入股分红
项目72个，入股资金9643.232万元，分红资金741.4万
元，惠及贫困户4404户。截至目前，已分红620.7万元。

贵州镇远县产业扶贫成效初显

打响贫困“歼灭战”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1月 10日，市民在江苏淮安规划馆参观通过多媒

体投影技术手段展示的城市景观。淮安规划馆采用裸

眼3D、360度全空间投影、VR虚拟现实等多项高科技

技术，营造出动态的实景体验感受。开馆两年多来，吸

引了大量市民前来参观。 朱莉莉摄

河南省内黄县马上乡葛庄村村民葛国平抱着孙女调节

壁挂炉的温度（1月3日摄）。 新华社发

热电气联合调度保供给

工作人员在国华定州电厂对热网加热器进行检查。近年来，为改善区域空气质量，河北省定州市实施燃煤锅

炉淘汰和提升改造工程，加快推进城区电厂集中供热工程。工程以国华定州电厂4×600兆瓦机组供热改造作为

集中供热热源，规划铺设管网90公里，新建热力站98座。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1月11日凌晨，辽宁沈阳城市中心区气温已降到零
下25摄氏度。一大早，浑南热力公司研一供热站站长
刘继春已经蹬着自行车进进出出好几个居民小区了。

“现在投诉比以前少，因为咱们供热站通过技术改
进已经实现均衡供热，热网末端用户室温不达标问题
今年解决了。”刘继春指着监控屏告诉记者，进入严寒
期后，供热公司会逐步调整供热参数，将一次网供水温
度提高到80摄氏度左右，老百姓家中的二次网入户温
度能达到53摄氏度左右，这样的温度能保证居民家中
的温度在20摄氏度至23摄氏度之间。

沈阳市在今冬供暖开栓前即发出了“访民问暖、提
温降诉”的动员令，要求各家供热公司既保温度又有态
度。具体要求如下：居民室温必须保证在18摄氏度以
上；一般故障不超过6小时解决；确保投诉回复及时率
为100%、回复满意率为100%。

从沈阳市通报的供暖2个月来的运行情况看，沈阳
市供暖运行基本平稳，诉求率同比下降。今年沈阳全市
供热“三修”企业投资总计5.7亿元，同比增长6.7%，200
公里供热旧管网改造任务已超额完成。在储煤方面，冬
春时期全市民用供热需煤炭约800万吨。同时，沈阳严
格执行环保排放标准，要求露天煤场和燃煤运输必须全
遮盖，有条件的供热单位要适时使用低硫分、低灰分燃
煤，遇有重污染天气，全部使用洁净煤。

沈阳市供热管理部门开展专项行动，组织包保人
员对供热区域内用户进行走访，解决居民诉求问题。
有针对性地约谈30家供热单位主要领导，下发整改督
办单。视情节分别给予取消行业评先资格、行业通报
批评、媒体曝光、扣留供热质量保证金、记入诚信档案
等处罚。目前已有5家供热企业因投诉率较高被通报
批评，并扣罚了供热质量保证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