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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如何保养采暖设备，
让它们更好地“休养生息”吗？

1.供暖停止后，无论是普通暖
气片还是地暖，都不要随意关闭
阀门，也不要随意放掉管道里的
水，要保证系统处于满水状态。

2.除了保养措施外，用户在春
夏季，还需注意及时检查系统。
由于系统受热胀冷缩的作用，系
统上有的接头、排气阀等可能会

出现漏水等问题，因此要注意检
查系统的各个部件，防止出现漏
水的情况。

3.日常对暖气片的清洁时，可
用抹布轻轻擦拭，如有顽固污渍可
蘸取肥皂水，再用抹布清洁即可。

最后，还有两个时间节点您
可要记清：根据《郑州市城市供热
与用热管理办法》的规定，需要办
理停止或者恢复用热、变更用热

面积、变更热用户的用户，要在4
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办理相关
手续；新增用户请于4月1日至6
月30日期间与郑州市热力总公司
签订书面合同，办理相关手续。

郑州市热力总公司客服中心
位于嵩山南路1号（嵩山路与淮河
路交叉口向南150米路东），若有
疑问，可致电68980804和热力总
公司客服电话68890222咨询。

3月15日正式停暖

供暖结束，不要随意放水、关阀门
□记者 贺笑天

本报讯 气温转暖，历时4个月的集中供热于3月15日零时，如约说再见了。接着，郑州市热力总公司将
对采暖设施进行带压湿保养。因此停暖后，供热设施内仍处满水状态，有些注意事项，您还是要关注一下。

亮点 |“煤改气”及科技创新项目投入运行

昨天，记者从郑州市热力总
公司了解到，和往年一样，3月15
日市区供热正式停止。随后，该
公司将对供热设备设施进行全面
日常检修维护和保养工作。

科技创新项目相继投入运
行，是本采暖期的一大亮点。比
如，智慧热网试点项目，为供热管

网的安全运行提供了预警预判能
力，而用户室温采集系统则是为
综合评价区域供热效果、适时进
行供热调节提供了科学依据。此
外，集中供热生产指挥调度系统
的扩容升级，使得本采暖期联网
供热范围覆盖了整个供热区域。

去年11月13日，作为郑州市

2016年民生实事之一的二马路
“煤改气”项目，正式投入供热运
行。还有政七街、东明路、枣庄和
二马路区域燃煤锅炉房也全面完
成“煤改气”；新建的航空港区二
期和北郊燃气锅炉房，使区域燃
煤锅炉彻底退出了郑州市民用集
中供热热源队伍。

提醒 | 停暖后得满水保养，不要随意放水

今年供热运行结束后，郑州
市热力总公司将继续对供热主管
网、用户庭院管网等采暖设施实
施带压湿保养。因此，停热后，供
热设施内仍将处于满水状态。

对此，大河报记者咨询了郑
州市热力总公司的专业人士。

“所谓带压湿保养，是在供暖
结束后，热力管道、暖气片等供热
设备还会继续维持满水、带压状
态，只不过这时的水是常温水。”
至于湿保养的好处，该专业人士

称，供暖期与非采暖期相互更替，
若不进行湿保养，系统内表面将
会经历从潮湿到干燥再到潮湿的
环境变化，且会反复和氧气进行
化学反应，产生的氧化层会随着
注水而脱落，沉积在阀门、三通等
位置，时间久了将会影响系统热
水循环，最终导致供暖效果不理
想，“对系统进行湿保养能极大减
少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

该人士还提醒，处在带压湿
保养状态的供热设施，管网中注

入的是含有防腐、阻垢等药剂的
软化水，用户不要随意排放采暖
装置中的水，否则将起不到湿保
养的效果，还会影响采暖设备的
使用寿命及采暖期的供热质量。

另外，若在非供暖期间，热用
户家中供热设施需要维修或出现
漏水等情况，请及时拨打郑州市
热 力 总 公 司 客 服 电 话
（68890222），工作人员将及时上
门为您关闭阀门，待采暖设施隔
离后再进行维修操作。

窍门 | 采暖设备应该这样保养

本报讯 清明节临近，
郑州市公益性树葬进入第
10个年头，记者从郑州市民
政局殡葬管理处获悉，3月
25日（周六）上午，今年的公
益性树葬活动，将在新郑市
龙湖镇的河南福寿园举
行。想参与的市民家庭，请
在3月24日前报名参加。

自2008年郑州市举行
公益性树葬活动以来，9年
中共有805个家庭参与活
动，共有1015位逝者的骨
灰伴随绿树，回归自然。

郑州市殡葬管理处相
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该活
动将继续免费为报名市民
提供树苗、场地及往返车

辆。需要提醒的是，凡是参
加树葬活动的市民家庭，均
需 要 提 前 签 订“ 郑 州 市
2017 年 骨 灰 植 树 协 议
书”。根据协议书内容，除
因无法抗拒的自然因素外，
保证活动所植树木5年内
不移植或砍伐。

即日起至3月24日，有
意参加的市民家庭可拨打
电话67186465、67882505、
67180322、67170529 咨询
或报名，现场报名地点：航
海西路老年公寓后楼217室
郑州市殡葬协会，可乘坐B1
路、20路、63路、211路公交
车到达。

本报讯 一周后的3月23日，
是世界气象日。今年世界气象日
的纪念主题是“观云识天”。为让
公众认知气象，了解气象知识，探
索气象奥秘，省气象局、省气象学
会计划将在郑州市气象科普馆组
织系列科普活动，并将在3月19
日也就是本周日向社会公众免费
开放。

天光云影共徘徊，白云或苍
或如狗。云之于审美来说，能引
起无限遐想，能激起无限诗思；云
之于气象农事来说，则能看云知
天变、识云预墒情。在大气科学
领域，云可帮助驱动水循环和整
个气候系统，在天气预报预警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气候变
化研究中，云还是不确定性要素
之一。今年世界气象日（3月23
日）将“观云识天”作为主题，以突

出表现云在天气气候预测和水循
环中的巨大作用。

此次系列科普活动，将对社
会公众免费开放。开放地点为郑
州市气象科普馆（地址：郑州市管
城区中州大道与南三环交叉口西
北角），开放时间为3月19日（周
日）9:00-16:00。活动倡导公众
绿色出行。乘车路线：地铁2号线
航海路站转S121或2号线南三环
站转S122，S121、S122路公交南
三环紫辰路站向东20米郑州市气
象局。

此次活动内容包括，开放郑
州市气象科普苑、4D影院、天气预
报制作中心和市气象台业务平
面、气象应急服务车等。届时，园
区内将开展气象知识谜语竞猜，
与天气预报主持人互动等活动；
开展科普知识讲座、专家咨询等

多项活动。
据了解，郑州气象科普馆是

依托郑州新一代天气雷达站建设
的现代化气象科普体验活动场
馆，占地40余亩，分为6大区域、8
大主题、40多个项目、200多件产
品、1600多个知识元素，并建有河
南省最大的180°超大环幕4D动
感电影院、仿真地震体验馆、天气
预报模拟体验馆，以及河南省唯
一的泥石流剧场、地球述说剧场
等。

项目通过声、光、电高科技手
段的完美结合和有趣互动，游客
可充分感受到自然现象的万千变
化，天气灾害的残酷无情，减灾防
灾的迫切需要，气象服务的无处
不在，科学普及的价值体现，休闲
娱乐的愉悦心情。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郑州交警一大队获悉，因地铁施
工需要，自3月17日晚，经三路与黄河路交叉口南北方向
车道将整体向东平移，所有车辆和行人从新架设的钢便桥
上通行。

据地铁五号线经三路站项目部负责人高林介绍，根据
施工需要，为保证黄河路与经三路交叉口通行，路口架设的
钢便桥已经施工完毕，定于3月17日晚10时30分投入使
用，届时，目前南北方向的车道将整体东移至钢便桥上方，
南北方向所有车辆和行人将从钢便桥上通行，现有通行路
面将围挡施工，施工从3月17日至2017年12月31日。

郑州交警一大队五中队中队长吕恒介绍，钢便桥投入
使用后，由于上方路面略高于原有路面，将在钢便桥的南北
两端地面上设置减速带，防止车速过快损伤车辆，这将降低
南北方向车辆通行速度，请过往司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通
过经三路与黄河路交叉口时减速慢行。

世界气象日之前 来这里观云识天
□记者 刘瑞朝

3月19日，郑州市气象科普馆系列科普活动免费开放

有意参加的市民家庭可报名

□记者 蔡君彦

免费节地生态葬开始报名
20个草坪花坛墓位免费给逝者家庭

本报讯 郑州市殡葬管
理处昨日传来消息，从即日
起至3月25日，由郑州市殡
葬协会、郑州市殡葬管理处
主办，郑州市御泉森林陵园
承办的第二届郑州市全免费
节地生态葬开始接受报名。

生态节地葬，是将骨灰
撒散或采取可降解容器深
埋，且不设硬质墓穴、墓碑
等，既文明低碳、环保节约，
又能有效减轻逝者家庭的经
济负担。郑州市殡葬管理处
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全免
费节地生态葬，将由郑州市
御泉森林陵园免费提供10
套草坪式墓穴、10套花坛式
墓穴，并提供集体礼仪安葬
服务。具体安葬顺序及墓穴
编号将根据报名先后顺序及
相关材料的审查为准。今年
4月1日，集体安葬将在该陵

园园区举行。
根据要求，凡郑州市籍

已故低收入群体、城市孤寡
老人、军人烈士家属、五保
户、失独老人等符合条件的
居民，请携带申请人身份证、
逝者骨灰寄存证、所在地社
区（或街道）开具的证明材
料，前往报名处进行报名。

报名地址为：
1.郑州市殡葬管理处：

航海路与文化宫路交叉口向
北50米路西二楼，热线电话
67186465、67882505。

2.二七区殡葬管理所：
淮河路与郑密路交叉口滨河
公 园 入 口 ，热 线 电 话
68989320。

3.郑州市御泉森林陵园
园区：热线电话68902388。

线索提供：何冰洁

□记者 蔡君彦 贺笑天

经三路黄河路口通行改变
南北向将从钢便桥上通过
□记者 李一川

公益性树葬下周六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