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固原市：18.95%

中卫市：5.78%

吴忠市：6.86%

石嘴山市：3.63%

银川市：64.78%

您所在城市?

■室内温度达不到
■出现故障排除不及时
■维修服务人员态度恶劣
■维修服务人员技术不过硬
■其他

26.72%

14.5%

15.47%

32.49%

91.15%

您不满意的原因是什么?（多选）

您家现在多少度?

20℃以上:7.89%

18℃以上:14.88%

18℃:15.24%

18℃以下:61.99%

不满意：87.87%

满意：5.35%

一般：6.78%

您对自己所住小区的供热状况满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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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帮您问了

“我家小区门口的小菜铺 1公斤羊角椒
22元，大葱 16元，生姜 20元，小米椒 40元，
黄瓜 10元，韭菜 10元，菠菜 10元，我只买了
三根黄瓜、几个西红柿、一把蒜苔、一把青
菜，就花了 50 多块钱，最近的菜价咋这么
贵？”1月12日，银川市民赵颖来电反映最近
菜价蹭蹭上涨，比肉“金贵”。

带着赵颖的疑问，记者进行了采访。
“受新冠疫情和寒潮影响，全国蔬菜上

市量减少，部分蔬菜价格持续上涨。”自治区
园艺技术推广站有关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分析，入冬以来的低温天气是
推动蔬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今年冬天
平均气温比去年低了 5摄氏度左右，影响了
蔬菜的生长，使得蔬菜上市量下降。加之去
年12月以来全国多次出现大范围降温天气，
寒潮造成蔬菜采摘困难、路面运输困难及运
输过程中保暖费用增加，综合导致了蔬菜价
格再度上涨。

宁夏四季鲜批发市场副总经理赵江涛
告诉记者，目前本地蔬菜上市量不能满足市
场需求，75%需要从外地调入，而原产地批
发价太高，造成菜价“高烧难退”，涨幅最大
的是白葱、青椒和青萝卜，同比增长了
488.06%、209.70%、50.94%。

赵江涛认为除寒潮外，造成蔬菜价格上
涨的原因是春节即将来临，各大商超、饭店
提前大量备货，导致市场需求量明显增
加。此外，近期北方蔬菜主产地河北、山
东、河南陆地蔬菜供应量因气温骤降急剧
减少，市场供不应求，导致南方菜开始“补
缺”，造成运费、人工成本增加。对此，四
季鲜市场当前正在组织商户加大外地调
运力度，鼓励商户扩大广东、云南等地生产
基地，利用新建冷库增加蔬菜动态储备能
力，力争在保供的同时让百姓的“菜篮子”拎
得轻松些。

（本报记者 张瑛 张唯）

我的“菜篮子”咋变沉了？

图说百象

＠兰女士：海原县格兰美景小区，2020年
10月份就交了暖气费，自供暖期以来屋内温度
一直不达标，最近天气这么冷，我和家人都
被冻病了。我们小区很多家暖气都不热。

海原县供暖公司冯经理：1月12日海原
县住建部门、供暖公司、开发商共同对该小
区暖气不热问题会诊，最终确定问题还是出
在该小区暖气管道上，因循环不畅、热量损

失太大导致暖气不热，天冷无法施工改造管
道，目前只能继续加压增温。

（本报记者 张涛 杨超 李锦 马照刚 刘惠
媛 采访整理）

天冷了，你家暖气热不热
“天冷了，你家暖气热不热？”1月

10日，宁夏日报《读者来信》编辑部发
出了《＠ 宁夏人，这里有一份关于供
暖的问卷调查，请查收！》，在宁夏日
报客户端、宁夏新闻网、《新消息报》
微博、《读者来信》邮箱等平台面向公
众征集民意，五市群众踊跃参与问卷
调查，截至 1月 13日上午 10时，我们
共收回有效问卷15796份。参与问卷
调查群众的地域分布中，银川市占到
参与总人数的64.78%，其次是固原市
18.95%。吴忠市、中卫市、石嘴山市
分列三、四、五位。针对“您家暖气热
不热”这个问题，参与问卷调查群众
有87.04%选择了“不热”，认为“还行”
的不到 10%。61.99%的参与者家中
温度不到 18℃；刚刚达到 18℃的占
15.24%。有 87.87%的参与者对自己
小区的供热表示不满意。对“您不满
意的原因”这一项上，参与者意见最
大的是“室内温度达不到”和“出现故
障排除不及时”。

这些问卷中，有几千条关于暖气
不热的留言。根据留言，我们就投诉
集中的小区向相关部门进行了反馈，
还有一些投诉我们已经及时转交相关
部门处理回复。

供暖管道如何进行产权划分？
银川市民孙晓军咨询：供热管道哪部分归用户

负责？哪部分归供热单位负责？
宁夏电投热力公司生产运行部高主任答复：

《银川市城市供热条例》明确规定，供热设施的保修
期为两个采暖期，保修期内的维修责任入网协议中
未约定的，由开发建设单位负责维修并承担费用。保
修期满后，供热共用设施自移交后由供热单位进行管理，
负责维修并承担费用。热用户室内自用供热设施保修期
内由开发建设单位负责维修并承担费用，保修期满后，热
用户可委托供热单位维修，费用由热用户承担。其中，供
热设备是指热源、供热管网、换热站、泵站、阀门室（井）、计
量器具、室内管道、散热设备及附件等。供热共用设施包
括热源、供热管网、换热站、泵站、阀门室（井）、计量器具、
室内立管、地沟底管。热用户自用供热设施是指用户室
内支管、散热器及其附属设备。

“银川市一般以每家入户的锁闭阀为界，锁闭阀
前段归供热单位，锁闭阀后段归热用户。”高主任说，
由于室内装修改造、擅自改变房屋结构或因改造室
内供热设施等原因，造成热用户或相邻热用户室温
不达标的，责任由该热用户承担。（跑腿记者 杨超）

婚介乱象谁来管？
《读者来信》编辑部：

我是一名车祸受害者，如今康复的差不多了，
年龄也老大不小了，终身大事便成了迫在眉睫的事
儿，这也成了父母的一块心病。

有一天早晨，我和母亲遛弯，看到街边有个婚
介公司。我和母亲进去准备了解一下情况。婚介
公司的工作人员非常热情，一位自称经理的女士立
即拿来了会员资料，一一介绍情况，又打开手机让
我们看女孩照片，给我们的感觉很真实，我们当场
就签订了合同，交了费。那位经理当着我们的面给
约了一位女孩，定到周六见面。我和母亲满心欢喜
地离开了婚介公司。周六，我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和
女孩见了面，我们聊得很投机，我对女孩感觉还不
错，女孩也说我稳重实在。交往了两周多，女孩突
然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她其实就是一个托。看到
这条信息我顿时蒙圈了，本来聊得好好的，怎么就
成了婚托了？父母知道情况后也惊呆了。

和家人商量后，我们决定到婚介公司问个明白。
婚介公司经理死活不承认他们找了婚托来骗我。我
坚决要求退款，对方称要由公司老总给我解释。几天后，
我见到了婚介公司的老总，老总让我听了两段录音，并让
我和女孩的“爸爸”见面，我当场识破骗局。在我强烈要
求下，终于把钱要回来了。通过我的亲身经历，我想
提醒那些希望通过婚介找对象的，一定要谨慎。我
还想知道婚介乱象谁来监管？ （网友 @华仔）

@Man(wxm)：阅海万家A区，暖气不热。
@小乐：金安家园，已经 3天了，冰凉

的暖气，屋里还要穿棉衣，老人孩子都冻得
瑟瑟发抖。

@Rain~Rain~Rain~：紫云华庭小区，
最近几天暖气突然不热了，在家穿毛衣都
冷。这几年每年都是刚开始通暖时很热，过一
段时间就不热了。最近降温外面冷的厉害，
家里暖气还不给力，不知道啥时候能解决！

@宋昭辉：兴庆府大院东区，主要是不
好好烧，到晚上11点以后屋子就冷起来了！

银川市市政管理局：1月6日以来，银川
市遭遇极寒天气，天然气供应出现较大供气
缺口，导致1月9日金凤区北部片区、贺兰山
路及正源北街路段燃气管线压力较低，清晨
用气高峰期出现阶段性燃气锅炉无法正常点
火现象，很多用户家中出现暖气不热的情况。

宁夏西部热电有限公司：此次燃气压力

低影响的供热面积约 800余万平方米，主要
分布在金凤区北部和兴庆区南部。针对此
现象，有关部门和供热企业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对管道气加气站采取停气措施，对工业、
商业等用气用户采取限量供气措施，最大限
度保障民生用气。随着供气缺口补充，管网
压力逐步回升，以及天气回温，受影响的燃
气锅炉已经陆续恢复正常。

@赵晓磊：兴庆区景墨家园A区，今年
供暖质量一直不好，尤其是降温后，家里必
须穿棉服。我们自己用温度计测了一下发
现，室温达不到18℃。

@151＊＊＊＊0607：景墨家园9号楼，
我家自 2006年住进来冬天从没暖和过。我
家是顶层，靠西边，北面小卧室，冬天最冷的
时候，睡觉都冻脑袋，窗户都冻上冰花。

宁夏隆康供热有限公司负责人白志刚：
景墨家园A区供暖质量低，主要是因为没有

外墙保温，受极寒天气影响太大了。我们公司
今年设备运行稳定，至今没有发生断供、停供
事情，一级管网供水温度为115℃，经过换热
站后出水温度为 68℃-71℃，而进入用户家
中供水温度已高达 51℃。往年进入用户家
中温度最高就是48℃，最近供暖设备已经超
负荷运行，但是用户家中温度上升还不明
显，特别是顶楼、把边的房子。

@刘洋：阅海万家F区，1月8日晚上起，
暖气突然不热，暖气片摸起来都是冷的。

@马女士：阅海万家G1区，不热，去年
折腾了一个供暖期也不热，今年嫌麻烦，用
电暖器了。

@秋蝉：阅海万家F3区11号楼，入住三
四年了，客厅温度一直在18℃左右，卧室温度
在 16℃-17℃左右，厨房温度在 12℃-13℃左
右，多次打过电话反映，供热公司维修人员上
门来看看，或测测温，基本上解决不了问题，家

里人年年冬天冻感冒，期待能早日解决问题。
宁夏百新热力有限公司负责人方志强：

1月9日17时许，阅海万家F1区暖气管道突
然爆管。维修人员接到物业公司电话后，
关闭管线阀门，连夜抢修。直至1月10日5
时30分许，爆管抢修完毕，开始补水、升温恢
复供热。1月 10日 16时许，热水开始循环，
用户室内温度开始恢复。

@鲁银城市公元 32号楼居民：自进入
供暖期后，室温一直不高，暖气不热。

宁夏电投热力公司：经过多次现场排
查、查阅管网图，判断该部分区域供热质量
不好是因为二次网管线铺设不合理。与鲁
银城市公元小区物业公司沟通协调，开始施
工。经过施工人员在极寒天气下连续作业，重
新铺设二次网管道，完成所有改造工作。改
造完成后，经过连续3天入户排查回访供暖
质量，目前入户测温室温均在20℃以上。

银川市

＠ 马女士：原州区东海太阳城小区，供
暖以来房间温度很低，家里的窗户上结了一
层冰，老人孩子都感冒了。

＠陈先生：原州区古雁街道，反映给物业公
司，物业公司说是供热公司的事，他们没有收
暖气费不管，向供热公司反映称室内只要18℃以
上就不是他们的事，可室内温度连16℃都不到。

＠王洪涛：原州区文化西街金城花园C区，

室内温度不高，家里用的地暖，地面冰冰的。
固原市城市管理局：接到原州区东关村

和东海太阳城等小区住户关于自家暖气不
热的诉求后，我们立即组织供热管理人员和
正祥供热公司技术人员，分组对反映家中不
热的用户上门测温和调查处理，对室温不达
标住户的供热滤网彻底进行清洗，目前正在进
一步监测，确保供热正常。进入隆冬以来，由

于气温降幅较大，个别小区供热温度有所下
降。我们将进一步畅通供热投诉渠道，对住户
反映的问题及时受理、第一时间上门、最大限
度解决。同时督促供热企业不断优化供热局
域网流量，及时调节供热水温、水压等参数，均
衡调节责任区域供热温度。做好应急燃气锅
炉启动准备工作，切实提高应急保障能力，确
保广大市民群众冬天身暖心更暖。

＠马先生：恒大名都小区，家里真冷。
＠ 张女士：星河锦城，在室内必须得穿

稍微厚点，套个毛衣什么的，沙发上坐着得
盖小被子，供暖公司说我们家木地板散热不
好，暖气今年一直就没热起来。

＠ 杨海霞：利宁街润泽华府，室内温度
不达标，只有17℃左右。

吴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投诉，
申能热电厂全面启动极寒天气供热应急预
案，在确保供热设施设备安全运行的情况
下，进一步挖掘潜能，最大限度保证热量输
出，切实从源头保障正常供热。进一步加强
监控调控，坚持 24小时盯控运行参数，及时
根据室外温度变化，按照峰谷参数进行热平

衡调度，降低夜间公共场所热量输出，全力
保障居民用热需求。加大管网、换热站等
供热基础设施巡查力度，及时排除安全隐
患，全力确保供热安全。进一步加强服务
保障，坚持 24 小时值班值守，确保报修、投
诉热线全天候畅通，及时为市民提供咨询、
报修服务。

固原市

吴忠市

中卫市

“土地流转费啥时候给我们发？”
彭阳县新集乡姚河村农民：乡上和村上鼓励我

们把土地流转了 10年，合同约定每年 10月给我们
支付当年的土地流转费，但是2020年的钱到现在还
没有付，这到底咋回事？

彭阳县新集乡乡政府答复：姚河村和上马洼
村、下马洼村土地2014年流转建设了海子塬万亩设
施农业标准化园区。上马洼村、下马洼村2020年及
以前的土地流转费均已按照协议时间全部兑付给
群众。姚河村 2019年及以前的土地流转费已按照
协议时间全部兑付给群众，2020年土地流转费没有
及时兑付的原因是，受疫情影响，部分务工人员到
岗时间推迟，蔬菜种植时间整体延后，另一方面因
2020年霜冻较早，致使蔬菜减产，部分菜农收益减
少，因此未按协议约定时间兑付土地流转费。经核
实，新集乡已经与菜农积极对接流转费事宜，力争
春节前兑付50%。 （跑腿记者 李锦）

燕宝钢材市场停车乱收费？
网友＠我是鱼：银川市规定停车场半小时内免

费，可西夏区燕宝钢材市场停车场 11分钟收费 2
元，这是不是乱收费?

银川市市场监管局西夏区分局答复：《银川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银川市优化规范停车场
管理服务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第四条明确规定：
对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用）特征，面向社会公
众开放的商业场所配套停车场、公共停车场、交通
枢纽停车场、公共（益）性单位配套停车场、医院停车
场、旅游景点停车场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
价。燕宝钢材市场属自建市场，收费属市场调节价，但
必须明码标价。经查，燕宝钢材市场已在醒目位置公
示收费标准，10分钟内免费，3小时之内收费2元。未发
现该市场有违规收费行为。 （跑腿记者 智慧）银川市市民李先生通过宁夏日报新闻热

线18909599990反映：我是一名农民工，在阅
海湾工作，2020年10月工程就已经陆续结束
交付使用，但是至今我们还是没有领到工资，
老板也见不到，怎么办？

宁夏大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瑞建议：通
过合法方式维权，与其他工友联合起来，选出
代表与老板协商、申请调解组织调解；如果拖
欠工资是2年内发生的，可以拨打12333或者
直接前往当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涉及
劳动报酬的，应当在拖欠行为发生之日起 1
年内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如果
不是劳动合同关系，而是其他务工人员等，应
当收集证据并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
之日起3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欠薪农民工要搜集证明自己与欠薪者存
在劳动或者劳务关系的证据，如招工简章、入
职登记、劳动劳务合同、职工名册、考勤记录、
上岗证、工作证、出入证、押金收据、工服工

牌、同事证人证言等；证明用人者拖欠薪资的
证据，如单位出具的结欠工资的证明或者欠
条、结算单、考勤记录、银行流水、与老板的聊
天记录通话录音等。

在工程建设领域，如果是因为建设单位
或者施工总承包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及时
划拨工程款的，可以要求建设单位或总承包
公司在未结清工程款的范围内先垫付农民工
的工资；如果是建设单位或者总施工总承包
公司违法发包、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导致拖欠
农民工工资的，可以直接要求建设单位或者
总承包公司支付农民工工资。

劳动者可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
援助，法律援助中心审查后会指派律师免费
提供代写法律文书或者代理案件等法律帮
助；如果存在经济困难等情形，交不起诉讼费
的，可以向法院提供经济困难证明材料，申请
诉讼费的减免或者缓交。

（本报记者 马忠）

如何依法“讨薪”
■律师答疑■有问有答

“天冷了，你家暖
气热不热”问卷调查
收到上万份答卷，几
千条留言，小编在整
理留言时，看到“每年
都交暖气费，每年暖
气都不热”“在家穿着
厚棉衣，用电热毯、电
暖气”“我们去物业和
供热公司反映，各种
踢皮球，都不管”这样
的话语时，心里五味
杂陈。

供暖问题关乎民
生，暖气暖的不仅是
屋子更是人心。寒冬
里，供暖公司要做好
供暖保障，相关部门
也应发挥督办监管责
任。遇到群众投诉不
要总是找理由推脱，不要相互“踢皮
球”。心中有没有群众冷暖，肩上有
没有责任担当，群众家里暖不暖就
是“试金石”，百姓的满意率是检验
标准。政府部门和供暖单位要善听
民声，及时改进，做好供暖保障工
作，让百姓屋暖心更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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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0日拍摄于银川市兴庆区上海路与凤凰
街交叉口附近。最近很多路面都会冒出这种烟气。
烟气被风一吹，会同时挡住好几条行车道，让驾驶员
行路时胆战心惊。 （网友 @YOYO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