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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马桂路
本报通讯员 李岳岳

在济南，冬夏、南北用气不均，供需矛盾
明显，南部压力偏低，一直是城镇燃气发展的
一大问题。记者从济华燃气了解到，按照《济
南市城镇燃气发展规划》要求，山东济华燃气
2013年启动高、中压燃气管线建设项目，加速
完善城市燃气输配网络，为燃气稳定、安全供
应奠定坚实基础。

目前，86公里高、中压燃气管线正在快速建
设中。其中，103省道至仲宫镇中压燃气管线已
竣工通气，济齐路次高压工程预计2014年底可
全线贯通，确保非遗园如期通气；归德至崮山
高压工程也已取得阶段性进展，2014年底前可
为长清沙河辛村及其周边陆续送上天然气。

40公里管线输气南部城区

随着城市的发展，天然气现已成为人们生
活中的必要能源之一。一方面是日渐增长的居
民用气需求，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煤改气项
目，中压燃气管网已无法满足现有需求，使得
高压管网建设愈加重要。

山东济华燃气有关负责人介绍，去年济华
燃气开始建设环城高压燃气管网，该管网也是
济南市燃气规划的一部分，这条高压管线合计

长约40公里。分两期建设，一期从归德门站出
发，经五峰镇到达崮山镇104国道；二期从崮
山沿104国道南向东至市区南绕城高速，与东
部环城高压燃气管线相接，形成市区西南部高
压输气管线。这条高压管线设计标准高、建设
难度大，尤其是很多山区路段，施工工艺和质
量要求都很高。自去年开工以来，在建高压燃气
管线已完成建设17公里。根据工程进展情况，山
东济华燃气将分段投入运行。“该条管线建成
后，将结束我市没有高压燃气管线的历史。”

西南乡镇燃气管线3年全覆盖

南部山区和长清区青山绿水，清洁能源的
推广和使用，对改善和提高生态环境具有重要
意义。从2013年起，山东济华燃气就开始规划
和建设通往城区西南乡镇的燃气管线，并将其
列为重点工程。现在通往历城区仲宫镇和长清
区归德镇沙河辛村的燃气管线已建设完成，其
中仲宫镇的燃气管道已通气运行，成为真正意
义上的用上天然气的第一乡镇。随着天然气管
线的建设，济南南部的历城区柳埠镇、西营镇，
以及西南部的长清区五峰镇、崮山镇、万德镇等
都将用上清洁、便利、高效的管道天然气。

南部山区山水相依，以历城区仲宫镇为
例，虽然距城区只有8公里，但管线铺设需经
过两座山、三条河、一条高速公路，施工难度

大。通往仲宫镇的中压燃气管线已竣工通气，
镇区内4条主管线及41条支管建设也正在推
进。届时，该工程可实现仲宫镇基本覆盖，镇
上近万户居民和工商业用户用气今年就能用上
天然气，并为今后向西营镇、柳埠镇发展埋下
伏笔。

而长清归德镇的沙河辛村10年前便因西气
东输与天然气结缘，却一直没能实现天然气入
户。如今，借助高压燃气管线的建设，除了不
具备条件的土坯房，9成村民家中都将通上天
然气。在归德至崮山高压工程的基础上，山东
济华燃气还计划建设崮山至张夏至万德中压工
程，全长21公里。该工程现正进行前期手续办
理，力争明年底前通气。随着这条中压管线的
敷设，位于归德镇的济南经济开发区南园将用
上天然气，并实现长清7成乡镇天然气化。“我们
计划利用3年时间，实现城区南部历城区乡镇、
西南部长清区乡镇燃气管线全覆盖。”

城区供气格局将发生巨变

除建设高压燃气管线外，山东济华燃气还
同步启动多个次高压、中压工程，密织四通八
达的燃气供应脉络。据统计，该公司年内共建
设86公里高、中压燃气管线。

济齐路非遗园片区、济南监狱片区因四面
有铁路和高速公路包围，是济南天然气供气区

域的盲点。今年，山东济华燃气分别修建了天
然气次高压、中压管线。济南监狱中压管线已
竣工具备通气条件，部分居民和单位年前即可
用上盼望已久的天然气。

二环南路次高压工程，沿二环南路敷设，
为担山屯门站-兴隆片区次高压天然气工程的
第一标段，现已施工过半。据了解，该工程将
与正在建设的归德至崮山、崮山至南绕城高速
高压燃气管线以及即将开工的二环西路南延次
高压管线连接成环状，形成济南南部城区的供
气大动脉。“管线建成运行后，城区的供气格
局将发生根本改变，特别是南部城区单位和居
民将直接受益。”该负责人表示，城区供气主
要依靠位于济南北部的华山门站，位于另一端
的南部城区便成了供气末端。“冬季用气高峰
时，南部的居民用气压力相对不稳定。”等这条
管线贯通后，归德门站的充裕气源将直接送往
南部城区，服务于南部城区居民以及领秀城、华
润、绿地、中海、七贤镇等大型综合体项目。他
说：“这条管线储气量约45 . 2万立方米，即便是用
气高峰也不用担心用气紧张的问题了。”

“这86公里燃气主动脉建成后，可以满足
公司所辖整个西部城区未来20-30年的燃气发
展需求。”山东济华燃气董事长国爱文表示，
充足的气源调配网络将最大限度满足片区居民
的燃气需求，片区也将形成更为合理、稳定、
安全的供气发展格局。

山东济华燃气密织输气网络保供应

40公里高压环网打通燃气主动脉

□记者 田可新 马桂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11日，记者从历下区燕山

街道办事处了解到，他们引进了全市首个社区无
障碍电影院，让视障和听障人士看电影变成可能。

燕山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社区
无障碍电影是从上海引进的，为维护正版电影的
版权，每放映一次要60元，目前计划是每周放映
两次，“具体情况要等近期和平路北居委会搬迁
新址完成后再讨论设计。”

近年来，历下区以责权统一为核心的社区工
作保障机制更加健全，人力、财力、物力更多向
社区下沉延伸。一方面，不断提高工作经费标
准。社区干部平均月收入由2007年的1586元提高
到现在的3873元，相当于政府科级公务员的待遇
水平。按照社会保险缴费标准的100%比例，率先
为社区居委会成员缴纳五险。社区办公服务经费
提高到每千户每年3万元。另一方面不断加大社
区基础设施投入。今年历下区列支1 . 4亿元专项
经费用于社区办公用房建设及改造，以实现每个
社区用房达到300平方米以上，每个街道有一到
两处1000平方米以上的社区用房。

截至目前，全区85个社区，已有74个办公用
房建设达到300平方米以上，13个社区超过了1000
平方米。同时，历下区重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
管理服务中的协同保障作用，积极孵化、培育
“山泉”、“山青”、“基爱”等专业社会组
织，投入500万元，购买10名专业社工岗位、19
个社区服务项目，在社区开展专业化的社会服
务，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历下1 . 4亿元投入

社区办公用房建设改造

□记者 韩伟杰 通讯员 方自飞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暖气通了，现在才真是享

福了。”12月11日上午，在市中区二七街道梁

北社区，屋外的温度在零度以下，86岁的司天

兰老人坐在屋里，只穿红色的毛衣开衫也不用

担心冻感冒，“今年通了暖气，不用自己再烧

土暖，暖和了，也干净了。”

梁北社区是上世纪90年代建设的开放式小

区，小区10幢楼有一半是回迁房。20多年，这5

栋楼一直没有暖气，每逢供暖季，这里都成为

媒体关注的“供暖孤岛”。

“这5幢楼有490多户，老年人多，困难群

体多。天一冷，小区因为蜂窝煤发生的煤气中

毒就很多。”在社区居委会主任李玲的印象

中，曾经一天煤气中毒就有三四起，“居民对

供暖的需求非常迫切，从2010年开始，居委

会、居民每年都要跑供暖，不断找热力部门看

是否能供上。”

“跑了几年，热力部门说这5幢楼达不到

供暖条件，供暖仍然没解决。”李玲说，小区

违章建筑太多、换热站选址以及变压电都影响
了小区供暖，而这其中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小区
违章建筑。

“这5幢楼的房子都是小户型，在30—60平
方米。很多人家都在小区公共区域搭起了小砖
房、铁皮屋，整个小区没有绿地，违章建筑都
搭到了路边上。”在今年夏天拍摄的居委会门
前的一条路，各式各样违章搭建的房屋占据了
居民楼与道路之间的区域，路边停一辆车，小
区里再过一辆车都会显得困难。“不拆除违章

搭建，5幢楼就无法做外墙保温，不做外墙保
温，小区就无法供暖。”李玲说，因为违章搭建，
居民之间的矛盾也很大，2011年，居委会曾尝试
拆除小区的违章搭建，但没能成功。

今年6月，结合创建国家卫生城行动，二
七新村街道联合公安、城管等执法部门，对梁
北社区400余处违章建筑进行强力拆除。“开
始有的居民不理解，担心拆了铁皮屋，冬天取
暖的煤放在哪里啊。”李玲说，10天拆除违建
后，社区尽快联系部门为5幢楼做了外墙保

温，以前社区用以出租的房屋也收回来，建设
起一座86平方米的换热站。以前被占用的公共
区域空了出来，社区建起了绿地和花坛。为了
居民停车方便，社区还为居民建起了公共停车
棚和垃圾站，“有了地方，才能把事办成，以
前都占得满满的，想办也办不了。”李玲说，
在市中区和二七新村街道的支持下，11月21
日，20多年的“供暖孤岛”正式供上暖气，
“现在再问居民，很多居民都说好。拆了违建
的铁皮屋，也让大家看到了变化。”

拆除违章建筑 建起了换热站

20多年“供暖孤岛”通了暖

今年6月，整治违章建筑前，梁北社区3号楼前的违章建筑已经到了
路中间。（资料片）

□韩伟杰 报道
12月11日，整治后的梁北社区，3号楼前有了绿地和停车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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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马桂路 通讯员 赵军 报道
本报平阴讯 12月11日，从平阴县大气污染

防治动员大会上获悉，该县将全面实施大气污染
防治“八大行动”，全力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战，推进全县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这“八大行动”分别是，扬尘治理与渣土整
治行动，工业污染源达标提升行动，机动车污染
治理行动，成品油品质保障行动，餐饮油烟集中
整治行动，清洁能源推广行动，绿色生态屏障建
设行动和全民参与环保行动。在确保2014年大气
环境质量同比改善10%以上的基础上，2015年
底，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比
2010年改善20%以上，全面完成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总量减排任务，大气污染治理初见成效，并
到2016年后，建立和完善大气污染防治长效机
制，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平阴大气污染防治

推“八项行动”

□记 者 马桂路
通讯员 朱恒彬 厉晓伟 报道

本报章丘讯 漫步在朱家峪，古色古香，
青瓦土墙，处处可以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文化气
息。作为山东省首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近
日，朱家峪正式被批准升级为国家4A级景区。

如今的朱家峪村落、古道、双桥依然留存
完整，古门、古道、古宅、古校处处流淌着古
老的文化气息，青瓦土墙，古风古韵尽收眼底，
被誉为“齐鲁第一古村，江北聚落标本”。

据悉，朱家峪景区在2014年上半年已顺利
完成一期、二期的改造提升工程建设。修旧如
旧、仿古如古是改造提升朱家峪坚持的原则。

朱家老街是朱家峪景区的核心地段，为保
护性地开发利用好朱家老街，章丘市对朱氏祠
堂、朱氏北楼、进士故居、女子学堂、李精一
故居等景点进行重点修复，并恢复八大传统作
坊以及兴建章丘铁匠博物馆、农耕博物馆等。
另外，按古村规划，三期工程图纸设计已完
成，地面平整及基础工程建设正在进行。三期
工程以景区老街为中轴线，按东、西两个片区
规划设计不同内容风格的乡村记忆及民俗体验
项目，以求进一步强化历史古村文化内涵，提
升历史古村文化旅游形象。

古村文化传承“乡村记忆”，是朱家峪文
化的基石，而闯关东文化、知青文化则体现了

朱家峪景区对文化融合的广度。国内首家闯关
东文化主题展示馆以及闯关东互动体验馆，让
游客在体验中感受到闯关东的艰辛。此外，集
知青交流、体验和知青文化研究为一体的“知
青之家”，原汁原味地再现了带有时代印记的
生活场景，让人们追忆起过往的峥嵘岁月。

为提升古村管理，推动朱家峪开发，章丘
市成立了混合所有制性质的朱家峪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首个试点项目即对朱家峪进行改造提
升和科学开发。今年7月，公司引入7家重点骨
干企业参股，总入股资金达到3500万元。这项
措施既为景区后续发展提供充足资金保障，也
带来先进管理运营经验，走出了打造混合所有

制现代文化产业公司的关键一步。据该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为促进古村发展，政府牵线
搭桥，北京银行对朱家峪景区进行实地考察，
并在最短时间内为景区改造提升项目提供了
5000万元的资金支持。今年8月28日又成功签订
了合作框架性协议。”有了资金保障，朱家峪
服务提升和项目建设稳步前进。

修复后的朱家峪受到越来越多的游客青
睐，改造提升后的朱家峪表现不俗：“五一”
期间盛装开园的朱家峪，2 . 2万余人接踵而
至；“十一”长假再迎游客井喷，接待游客
3 . 0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44 . 2%，实现了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文化旅游留住“乡村记忆” 体制改革盘活古村资源

章丘朱家峪升级“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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