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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军卡”节省交通费用超亿元
全市累计已为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办卡超 30 万张
家住李沧区的王先生，每次出门必带
“荣军卡”，
他说“荣军卡”
是对退役军人的
尊崇，
每当上车打卡，
读卡器自动识别并播
报“荣军卡”
提示音时，
满满的自豪感！

“荣军”四周年巡礼
青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青岛早报
联合推出

“荣军卡”
彰显荣誉

2018 年 11 月 23 日，青岛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挂牌成立，一个专门为退役军
人服务的机构从此登上青岛的历史舞
台，青岛退役军人工作迈入新的发展阶
段。
在青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建 4 周
年之际，
青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青岛
早报》推出
“荣军”
四周年巡礼系列报道，
用一个个荣军实事讲述
“爱军之岛、拥军
之城”
的“荣军故事”
……

我市率先发放
“荣军卡”

2021 年 3 月 1 日，青岛市在全国率
先发放并启用“荣军卡”。这是一张“看
得见”的“身份卡”。这张由青岛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定制的“荣军卡”
采取实名登
记制，
以红色作为卡面主体颜色，
在醒目
位置印有“青岛荣军卡”字样，背面则印
有退役军人照片、姓名等基本信息。一
张小小的卡片，是退役军人身份“看得
见”
的象征，
种种暖心的“仪式感”
背后都
饱含着青岛对他们浓浓的心意。
这是一张青岛退役军人专属的“优
待卡”。青岛出台“荣军卡”的消息一经
发布，
就引来了全国各地网友的热议，
一
些网友发出评论“这个应该推广到全国”
“希望各地都来‘抄作业’
”
。可以说，
“荣

早报问暖热线

82888000

退役军人在公交车上刷
“荣军卡”
。资料图片
军卡”不仅给青岛退役军人带来了专属
的自豪感和荣誉感，更为其他城市拥军
工作提供了有力的“青岛样板”。
这是一张实实在在的“优惠卡”
。持
卡人可凭卡在青岛范围内免费乘坐城市
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公共汽电车和轨道
交通）、免门票费游览政府定价的公园等
场所。
“荣军卡”的办理、补换全部免费。
依托“荣军卡”这个平台，截至 2022 年 10
月底，全市累计已办卡超 30 万张，办卡
率为 92%；持“荣军卡”免费乘坐公共汽
电车和轨道交通 6300 余万人次，为青岛
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节省交通费超
过一亿元。

日行 3 万步 供热管家服务
“零距离”
供热管家王亚杰近期连轴转工作 我市供热第六天居民供暖问题减少

早报 11 月 21 日讯 今冬供热季，
早报再次开通“问暖热线”82888000，
开通以来接到了大量居民打来的电话，
经过供热公司的高效处理，已为居民解
决了大量问题。11 月 21 日是供热第六
天，记者发现，随着居民家中的供热问
题被解决，早报“问暖热线”也在逐渐降
温。
“我们的客服人员接线也少了，相对
最多的时候，电话减少三分之二。”大唐
青岛热力检修维护部主任韩宗琪表示，
目前，今冬供热季正逐渐进入平稳运行
状态。

永远没有最后一个活儿
今冬供热季的平稳运行，与分布在
青岛市各处的供热管家们的努力密不可
分。多的时候每天要接上百个电话，从
8 号正式上班开始至今都是“连轴转”状
态，
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接电话，
到晚上10
点多才能下班，
每天要走上几万步……随
着供热季的到来，
他们又忙碌起来，
默默
守护起万家温暖。
“快两个周了，今天是
第一次十点出头就能回家了。
”
西海岸公
用事业集团石雀滩服务站的供热管家王
亚杰告诉记者。
“每天一睁眼，
就是来自居民的联系
电话，永远没有最后一个活儿。”11 月 21
日晚 9 点 40 分左右，记者采访王亚杰时，
他刚刚解决完一位用户家中的供暖问
题，
准备回家休息，
但是紧接着又接到另

“非常感谢党和政府对退役军人的
关怀，
‘荣军卡’是对退役军人实实在在
的优惠！”家住崂山区的徐先生，每天从
家到工作单位往返约 50 公里，自从办了
“荣军卡”，天天坐地铁上下班，一年多
来，节省交通费近 5000 元，周末还可以
到西海岸新区、胶州市近郊游，
持“卡”
免
费坐车逛青岛。
今年以来，市北区退役军人李先生
使用“荣军卡”累计节省交通费用 3000
余元，
李先生激动地说：
“自从办了
‘荣军
卡’，通勤费用全省了，还可以免费游览
政府定价的 15 家景点等场所，不仅实
惠，
而且是荣誉的象征。
”

战争年代，
军人奋不顾身浴血奋战，
换
来国家独立人民自由；
和平时期，
军人枕戈
待旦练兵备战，
换来生活安宁国家发展；
离
开部队，众多退役军人仍然活跃在城市建
设的第一线，以“退伍不褪色”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奋斗在新时代新战场上。
对于许多青岛人来说，
“拥军”二字早
已从车站、医院、办事窗口“现役军人、退役
军人优先”的告示牌、军人家庭门楣上的
“光荣牌”
和逢年过节亮起的“光荣灯”
中融
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尊崇给自己带来安
宁幸福的军人，早已成为青岛人的共同认
识和行动自觉。
在全社会营造浓厚“荣军”氛围，实现
“以参军为荣、让军人荣耀”，
倾心打造社会
化服务“荣军矩阵”，
“荣军卡”作为荣军矩
阵“总阀门”，
让退役军人切实感受到了“一
卡在手，
荣耀我有”
的幸福与尊崇。
继“荣军卡”
推出后，
“荣军岗”
“荣军联
盟”
“荣军商城”
“荣军街”
“荣军微心愿”
“荣
军情”
“荣军夜校”
等多层次、多领域“荣军”
举措有序推出，
青岛退役军人幸福感、获得
感成色更足。
“荣军卡”虽小，却彰显了一份沉甸甸
的荣誉与尊崇，
“荣军”已经成为青岛闪亮
的城市名片。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刘朋朋

供热管家王亚杰到用户家里检修暖
气片。
本人供图
一位居民的电话。
“现在好多了，我们也
直接接听用户的电话，之前最多的时候
一天接听上百个电话。
”
解决完第二个来
电居民反映的问题后，王亚杰才有空继
续接受记者的采访。
通过王亚杰的微信记录的步数记者
看到，在 11 月 21 日当天，他已经走了 3

万多步。
“其实我们走路不算多，因为上
门为用户服务也有交通工具。主要是上
下楼，我们还好点，都是新小区有电梯，
在没有电梯的老小区服务的同事，有的
一天要爬上百层楼梯。
”
王亚杰说，
“我们
11 月 8 日开始正式上班，到现在一天都
没有休息，每天都是连轴转的状态。”因
为工作十分紧张，王亚杰等供热管家甚
至连吃饭都没有时间。
“公司给准备了泡
面、火腿肠等，
有空了回到服务站就赶紧
泡上吃两口，
这还得是比较轻松的时候，
忙的时候只能在去用户家的路上吃几口
面包。
”
11 月 21 日是正式供热的第六天，虽
然晚上 10 点多才暂时结束了工作，但是
王亚杰表示“今天下班已经很早了”。
“从
今 天 开 始 ，反 映 问 题 的 用 户 就 少 了 很
多。经过前期还有上周末的处理，用户
家中的问题基本解决了。”王亚杰说道，
之前他每天多的时候要直接接听上百通
电话，
现在每天只有三四十个，
已经减少
了大半。

供热逐渐进入平稳状态
与王亚杰接到的居民电话数量减少
一样，大唐青岛热力公司客服部的热线
电话目前也已经大量减少。
“减少了三分
之二左右吧，我们供热服务人员的工作
量也明显减少。这说明供热逐渐进入平
稳运行状态了。
”
大唐青岛热力检修维护

部主任韩宗琪告诉记者。
韩宗琪表示，
供热基本平稳运行，
也体
现在换热站的运行越来越平稳。
“换热站与
用户居民家中的管网共同构成了供热系
统，
用户家中的问题解决了，
整体的供热系
统就能平稳运行，换热站内的设备运行也
就更平稳。
”
韩宗琪说。如果用户家中还存
在暖气不循环、跑冒滴漏等问题，
那么换热
站内压力就大。
“说平稳运行，
是指居民小区内每家每
户的运行平稳，不存在近热远冷的情况。”
韩宗琪表示，
经过六天的正式供暖，
供热管
家们基本上调节完成各小区内的管网平
衡，
“因为供暖用户数的变化、非供热季检
修时的调整等原因，供热季开始之后小区
内会出现冷热不均的情况，
这是正常现象，
经过接近一周的调节，现在小区内基本也
达到了均匀状态。
”
韩宗琪还表示，今冬供热季基本达到
平稳运行状态，还体现在居民家中温度的
动态调节。
“白天的气温较高，我们会适当
降低暖气温度；
晚间的气温较低，
我们会适
当升高暖气温度。目前在这方面的平衡调
节也已经达到平稳状态。”韩宗琪说，居民
家中的温度不能低，
但也不能过热，
所以他
们会通过自动调节的方式，动态调节暖气
中的热水温度，
“所以在中午天气温度较高
的时候，居民查看暖气设施可能会发现温
度并不高，
这也是正常现象，
我们的目的是
为了保持室内的适宜温度。
”
韩宗琪说。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张孝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