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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法院法官向采暖用户说明应如何维权

温度低可让供暖单位测温留证
供暖作为一项社会公共事业，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但因福利供暖政策终结以及供暖温
度不达标、服务不到位等原因，也引发了一系列相关纠纷。 采暖用户不缴费的理由能不能成
立，用户又该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 近日，海淀法院的法官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说明。

万吨粮食异地被强制执行

福利供暖终结 费用谁来掏

2010年 4月 1日，《北京市
供热采暖管理办法》确定了在无
特别约定下采取“谁用暖谁缴费”
的原则。这一办法的实施意味着
施行了几十年“单位包费、福利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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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的供暖体制走向终结。受原来
福利供暖政策的影响，一些老国
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员工习惯了单
位支付供暖费，加上单位改制、职
工离职等原因，许多企业不再为

员工缴纳供暖费，许多用户因不
能享受单位福利供暖待遇产生心
理落差，拒绝与供暖单位签订供
暖协议，并以此为由拒绝缴纳供
暖费。

实际供暖视为有事实合同

海淀法院法官胡美青解释说，根据上述规定，
“供热单位与用户订立供热采暖合同应当符合国
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未签订书面供热采暖合同，供热单位已经向用户供热一个或者一个以上采
暖期的，用户与供热单位之间视为存在事实供热采暖合同关系。同时该管理办法还规定，
“用户与
供热单位签订合同的，由合同约定的缴费人支付采暖费。未签订合同的，由房屋所有权人或者承租
政府规定租金标准公有住房的承租人按照规定支付采暖费。
“因此即使没有签订供暖协议，如果实际上享受了供暖服务，形成实际上的供用热力合同关系，
也应当支付费用。”胡美青说，供暖用户应积极转变供暖观念，与供暖单位签订供暖协议。否则一旦
产生纠纷也不利于保护采暖用户的切身利益。

温度不达标 用户如何举证

供暖温度达不到国家规定
的标准，是绝大多数采暖用户拒
绝缴纳供暖费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是在诉讼中拒绝缴纳供暖费
的一个抗辩理由。但在诉讼中，
法
官
说
法

大部分供暖用户因对政策和法
律不了解，无法提供充足有效的
证据。一些用户会提交自己用温
度计测温的照片及报修单，但用
户单方面的测温照片因拍摄的

时间、地点和真实性无法确认，
往往无法得到供暖单位的认可，
而报修记录又不能直接充分证
明供暖温度不达标的事实，最终
导致败诉。

保留供暖单位测温记录

胡美青表示，用户与供暖单位要对供暖标准、温度、违约责任等在供热合同中进行明确的约定。
采暖用户在供暖温度不达标的情况下，要第一时间向供暖单位反映，并要求供暖单位上门测温，双
方在测温记录上签字，用户可以要求复制保留测温记录作为将来诉讼的证据。对温度有争议的可
以拒绝在记录上签字，并记录自己的意见，必要时要求第三方机构在双方都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检测
并保存好检测报告，以便在诉讼中证明自己的主张。

服务不到位 能否拒缴费

供暖纠纷案件中，供暖单位
服务意识差，没有很好地履行
检查和检测及对供暖设备进行
维修和维护的义务，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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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没 及 时 解 决 或 工 作 方 式 生
硬，从而引起用户的不满是采
暖用户拒绝缴纳供暖费的另一
个常见抗辩理由。因对供暖单

位的服务不满意，一些采暖用
户“任性”地选择拖欠供暖费，
以此“惩罚”供暖单位，并认为
这是合理维权的方式。

服务差应上告主管部门

胡美青表示，供暖单位服务存在瑕疵，采暖用户应向供暖单位或当地供暖主管部门及时反映，
寻求解决办法，不要采用消极拖欠供暖费的办法。拖欠供暖费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可能
北京晨报记者 黄晓宇
会因此产生大额滞纳金，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男子抛弃亲子被索抚养费
北京晨报讯 （记者 黄晓宇）

舒女士与男友张先生相恋 4年，
在她意外怀孕后，张先生让其流
产未果后不辞而别。生下孩子小
明后，张先生不闻不问，连生活费
都未支付过 1分钱。作为小明的
代理人，舒女士一气之下以孩子
的名义对张先生提起诉讼，要求
张先生支付小明于 2013年 3月
1日至 2017年 12月 1日的抚
养费共计 5.8万元。日前，海淀法
院受理了此案。
原告舒女士诉称，2008年，
张先生与前妻离婚并于同年底
与其确立恋爱关系，但因为种种

原因，双方一直没有办理结婚登
记。2012年 5月舒女士怀孕，张
先生坚持让她做人工流产但遭
到拒绝，双方产生矛盾后张先生
不告而别。2013年 3月 1日舒女
士产下小明。孩子出生后张先生
既不前往医院照顾，也不负担相
关费用，更不承担做父亲的责任。
去年，舒女士以同居关系子
女抚养纠纷为由将张先生诉至
海淀法院。案件审理过程中，张
先生认为舒女士生的孩子与他
无关，并提出做亲子关系鉴定。
经鉴定，张先生是小明的生物学
父亲。最终法院判决小明由舒女

士抚养，张先生每月支付抚养费
1000元直至舒小明年满 18周
岁。法院判决作出后，张先生却未
支付任何费用，还拒绝与舒女士
进行任何沟通。舒女士遂向法院
提起抚养费纠纷诉讼。目前，此案
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法官表示，父母对子女有抚
养和教育的义务。鉴定书确认张
先生与小明之间存在亲子关系，
张先生应当履行自己的责任。非
婚生子与婚生子享有同等的权
利，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的生父，
应当与生母共同负担子女的生活
费和教育费。

历时 34天，10629.55吨
粮食。日前，河南新密 0103
国家粮食储备库万吨小麦交
付工作宣告完成。这是北京
丰台法院在新密市顺利执结
全国首例万吨粮食异地执行
案。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本
次执行工作是在最高法院统
一指导下，京豫两地法院密
切配合完成的一起异地联动
执行案件。

说，该院在案件进入保全、查
封等环节时，就在北京市高院
的指导与支持下，与新密市法
院取得联系，并先后前往新密
20余次勘查现场、了解情况，
分析讨论执行中可能遇到的
难题。
经研究，交付方式确定为
从粮库出粮后，由买受人运往
距新密 300公里远的濮阳市
南乐县粮仓保管，并由买受人
处置。
在北京市高院的统一协
万吨小麦被强制执行
调下，由丰台法院、北京市二
万吨粮食异地执行，源起 中院、大兴法院、通州法院、
于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据了 顺义法院、密云法院等 5家
解，原告京粮大仓公司与怀远 兄弟法院组成的 50人执行
盛禾公司签订玉米采购合同， 队伍赶赴新密执行现场。“本
以食为天公司、华源之星公司 次执行活动得到最高法院的
出具承诺函，承担连带责任。 大力支持和属地政法委、法
因怀远盛禾公司未按合同交 院的密切配合，充分体现了
货，京粮大仓公司向丰台法院 全国四级法院纵向一体，与
提起诉讼，要求各方履行合同 河南法院横向联动，形成了
义务。2014年 12月，丰台法 跨省市、跨部门的执行联动
院判决怀远盛禾公司退还京 大格局。”张雯说。
粮大仓公司货款并支付违约
金共计 3600余万元，以食为 历时 34 天执行完毕
天公司、华源之星公司承担连
记者从执行现场了解到，
带保证责任。
审理过程中，京粮大仓公 新密 0103粮食储备库建于
司提出财产保全，丰台法院依 上世纪 70年代末，地下粮仓
申请查封了以食为天公司存 库容约 17800吨，一共有 9
储于新密 0103国家粮食储 个仓，每个仓有两个出口，各
备库的 15800吨小麦。判决 仓之间抽粮条件均有所不同，
生效后，因被告拒不履行判决 出粮作业技术难度极大，本次
义务，2015年 1月，京粮大仓 吸粮机是根据地下粮仓专门
公司申请强制执行。2016年 定制的。
为规范高效完成本次执
6月，丰台法院依法对标的物
万吨小麦进行拍卖。2017年 行活动，执行法官们在现场
4月，买受人竞买成功，进入 随时解决技术难题，努力突
破技术障碍，提高出粮效率。
交付标的物环节。
此外，为了降低粉尘及噪音
对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影
粮食跨 300 公里运送
响，执行法官想出好办法，在
如何将如此大体量的小 吸粮机的扩散端口添置了降
麦完好无损地交付到买受人 尘罩，大幅度吸附粉尘，同时
手中，重担仍在法院肩头。 反复调整作业时间，确保不
小麦本身具有易腐易变质 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额外干
的特点，北京和新密又相距 扰。截至到去年 12月 23日，
甚远。粮食总量多、远距离 河南新密 0103国家粮食储
异地执行，这场执行需要和 备库内 10629.55吨粮食全
时间赛跑。
部交付完毕。
丰台法院院长张雯介绍
北京晨报记者 何欣

东城工商分局
改进注册登记预约系统
提高政务服务水平

为进一步提升政务网站一站式服务水平，方便申请人办
理登记预约业务，东城工商分局登记注册科改进网上登记预
约系统，将于1月15日全面接入北京市工商局网上登记系统，
申请人网登审核通过后，选择“现场提交”即可进入网上预约
入口进行预约，不再需要跳转政务中心网站预约办理。此次
改进网登系统，实现了网上登记系统与预约系统数据“无缝
对接”，达到“单点登录、一网通办”的理想效果。东城工商分
局已充分做好各项前期准备工作，确保预约系统顺利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