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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业主：102 平方米的房子,公摊电费每月 400 元

小区公摊电费

本报讯 今年 6 月，海口滨海
大道某小区业主向有关部门投诉
称，该小区物业收的公摊电费过
高，一业主房屋面积为 102 平方
米，每月竟然要交 400 元公摊电
费。此外，还要收取 1000 元/户
的电费押金。海口多部门介入调
查后，要求该小区按照有关规定，
做好水电公摊费用明细工作并进
行公示，
退回押金。
近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
少物业小区的公摊电费是一笔糊
涂账。相当一部分
小区都实行包干制
的公摊水电费制度，
即将分类目录电价
（每度 0.6 元左右）和
每度 2 毛多的公摊
电费捆绑收取。为
整治各种收费乱
象，我省近期也正
在开展清理规范
电网和转供电环
节收费工作。
记者 钟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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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怎么收

有关部门：物业应当每月向用户公布分摊电量、电费等，
不得将分摊费用直接加价并入用户电费中计收

公摊电费都有什
么项目，为何不公布？

公共区域电费实行包
干制该怎么办？

“不是都说居民用电价格为每度 6 毛多
吗，怎么我们小区的电费是 0.89 元/度？这个
收费标准合理吗？”近日，海口凤翔东路绿岛花
苑小区业主李女士反映称。
李女士介绍，她到物业交费时也询问过，
工作人员说是包含了公摊电费，
“ 公摊都包含
了哪些项目？每个月公摊电量又是多少度？
我们也没有见物业公示过。
”
9 日，该小区物业处崔主任介绍，小区的
电费是按照物价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每度电
为 6 毛多，再加上 2 毛多的公摊，一共是 0.89
元/度。公摊电费包括小区道路路灯、楼梯公
共照明、二次供水的抽水等电费以及损耗电
量，此外还有排污的电费，业主如果有疑问都
可以去物业查询。据介绍，该小区属于老旧小
区，地势比较低，物业每天都需要将排污水抽
到附近的市政排污管网，不然一楼业主家就
会出现污水倒灌，抽排污水的电费也需要业
主进行分摊。
崔主任表示，日前也有物价主管部门
工作人员到小区了解过情况，要求物业另
行安装电表，对公摊部分的电量单独计算，
与居民用电分开，目前该小区也有这个计
划。

海口市民梁先生也对“业主自家用电越多就要多
交公摊”
提出疑问。
梁先生表示，季节不同，小区居民家庭用电量也
会有所变化，比如夏天开空调用电增多，在包干制的收
费标准下，那么自己所交公摊电费也就越多；但小区公
共区域的电费是长期没有太大变化的，每个月都差不
多，
“ 公共区域公摊就是个筐，物业把什么都往里装。
在这种收费标准下，业主多交的钱到哪里了，大家也是
稀里糊涂。
”
海口一小区物业负责人表示，居民用电价格为 6
毛多一度，不过一些小区因为没有实现抄表到户，也没
有将公共区域用电单独计费，物业将公摊和损耗电费
和居民用电捆绑收取，所以业主就认为小区的电费比
政府定价要高出 2 毛多。此外，各小区的公共区域用
电有所差别，所以实际收取电费也会存在一定差异。
小区业主对电费有所疑问，可以要求物业定期公示公
摊费用收支明细。
省价格主管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按照我省有关
规定，物业小区中，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直接抄表收
费到户的“一户一表”居民用户生活用电价格为 0.5883
元/千瓦时（1KV 及以上）和 0.6083 元/千瓦时（1KV 以
下），并实行居民阶梯电价制度。合表居民用户生活用
电价格为 0.6095 元/千瓦时（1KV 及以上）和 0.6295 元/
千瓦时（1KV 以下）。物业小区业主除按实际使用量和
规定的电价缴纳电费外，
物业管理区域共用水电费分摊
按《海南省物业管理区域共用水电费分摊办法》执行。

业主用电越多公
摊就越多，
是否合理？
居民关心小区公摊电费怎么收

家家户户都有电表
为何不能抄表到户？
日前，新世界花园一期业主致
电海口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反映
称 ，物 业 小 区 电 费 应 该 是 0.6 元/
度，但该小区内一直收取 0.85 元/
度，小区是由物业公司代收代缴电
费的，该收费标准已经持续了 6 年，
“小区每家每户门外都有电表，是
很方便抄表到户的，但我们一期小
区没有实行抄表到户，这个标准合
理吗？
”
对此，海口市供电局工作人员
表示，供电部门严格按照有关部门
下发的目录电价执行，每月按照抄
小区总表来收取电费。这位市民反
映被多收取的电费部分应该是物业
公司收取的公摊费。根据有关部门
规定，不能通过任何捆绑式收取电
费，对于公用设施用电，应该另外
设置一个电表。
美兰区物价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该小区还没有实行抄表到户，

？

由物业公司代收电费，电费包含基
本电价 0.61 元/度，加了 0.24 元/度
的公摊电费，该小区一期目前是先
用电后缴费。该负责人表示，如果
市民想实行抄表到户，需要业委会
或者物业公司向供电局提出申请。
真正实行抄表到户、插卡取电，
需要
改造用电线路和相关费用。该负责
人称，海口很多小区还没做到一户
一表，目前相关部门也在协商探讨
如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记 者 了 解 到 ，接 到 居 民 投 诉
后，美兰区物价局、区住保中心、街
道办等也到该小区进一步商讨解
决方案。美兰区物价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最终，业主和物业都同意
要向供电部门申请实施抄表到户，
因为其中需要很多步骤流程，相关
部门将会全力积极配合，同时也需
要业主和物业互相配合好，需要提
供相关资料，
以尽早实现抄表到户。

“我们小区业主每个月除了交电费外，还
有一项
‘路灯照明费’
，
谁家用电越多，
‘照明费’
就越高，
请问这样公摊合理吗？”海口洗马桥路
天龙湾小区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主也提出
疑问。
该业主介绍，该小区业主每个月都会收
到物业发的收费账单，上面的收费项目除了
“电费、水费、管理费、车位费、电梯用电费”，还
有一项“物业区域公共分摊路灯照明”费，收费
标准是当月电费的 17.05%，比如 6 月份用电
368 度，则收取“物业区域公共分摊路灯照明
费”62.74 元；假设当月用电只有 100 度，那么
“照明费”仅为 17.05 元，
“按照这个标准，这个
月我家用电 368 度，就要交 62.74 元的公摊；但
邻居家这个月用电只有 100 度，他家就只交
17.05 元。换一个说法也就是说，谁家用电越
多，交的公摊就越多，这样公平吗？物业区域
公共分摊路灯照明是否合理？”
记者在该小区采访时，物业处工作人员
介绍，该小区电费收费标准是 0.8 元/度，其中
居 民 用 电 电 费 为 0.6295 元 ，公 摊 电 费 为
0.1705 元，加起来一共为 0.8 元，
“ 其他小区合
起来每度电统一收 8 毛多，我们只不过是按照
有关要求把公摊部分电费分开列账单和收费
而已；而且每度电加公摊仅 0.8 元，比周边小区
的电价都要低。之前部分业主前来交物业费
时也询问过，我们也跟他们解释过，说明公摊
电费包含小区道路照明、楼梯楼道照明等公共
区域用电及损耗，解释过后大家都表示能够理
解。”至于有业主提出“为何业主用电越多所交
的公摊就越多”的疑问，工作人员介绍，今后该
小区也会考虑单独装表计算公摊部分费用。

小区公共区域用电应
单独装表计费
为整治物业小区公摊电费等乱象，今年 8 月，我省
下发《关于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有关事项
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环
节收费工作。
省价格主管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物业小区中的
居民合表用户，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单位或小区单位等
按照各用户分表抄见电量和国家规定销售电价向用户
收取电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
用电应单独装表计量，按照抄见电量和国家规定的分
类电价计算公摊电费加上损耗费用等测算总公摊费用
据实分摊，单列计收。物业服务企业或业主单位等应
当每月向用户公布分摊电量、电费、损耗等，不得将分
摊费用直接加价并入用户电费中计收。对于具备改造
为一户一表条件的电力用户，电网企业要主动服务，尽
快实现直接供电，并按照国家规定销售电价结算。不
具备直接供电条件，继续实行转供电的，转供电主体要
将今年以来的降价政策措施全部传导到终端用户。电
网企业要对新建居民小区按照省政府文件规定实施供
电抄表到户。
9 月 26 日，我省下发《关于规范电价管理有关问
题的通知》，再次强调居民住宅小区中海南电网有限责
任公司直接抄表收费到户的“一户一表”居民用户生活
用电按照目录电价执行，并实行居民阶梯电价制度。
实行转供电的居民用户生活用电，执行合表居民用户
用电价格。居民住宅小区的抽水用电和公共照明、电
梯、消防等公用附属设施用电执行合表居民用户用电
价格。居民住宅小区商业部分的经营场所、公共照明、
电梯、消防用电执行工商业及其他用电价格。对商住
混合物业小区，海南电网公司应对商业部分和居民生
活部分单独装表计费，无法实行单独装表的要按合理
比例分摊电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