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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小区电价每度高 7 分钱
相关部门：可申请一户一表改造
□ 浔阳晚报记者 李超铭
“这个小区的电费是由‘水电办’代收
的，每一度电比正常电价高出 7 分钱。”近
日，家住大院社区的居民刘先生（化名）向
浔阳晚报记者反映，小区的电费收费标准
让他有些看不懂。
对于此事，濂溪区供电公司的工作人
员表示，目前该小区有两台变压器在为约
370 户居民供电，属于合表用户，不执行阶
梯电价，每度电的价格为 0.62 元，
“ 不清楚
转供电方是如何向用户收费的”
。

瑞昌市阳光国际小区物业多收费引业主不满

业委会“瘫痪”，换个“管家”有些难
瑞昌市住建局已介入
记者
调查

□ 浔阳晚报记者 李超铭 文/摄

居民：小区电价“不透明”
据刘先生介绍，大院社区内有三四百
户居民，多年以来，居民的电费无法通过手
机直接向濂溪区供电公司缴纳。
“一直都是
由小区内的一个叫‘水电办’的部门代收，
电价是 0.67 元/度。”刘先生告诉浔阳晚报记
者，正常的电价为 0.6 元/度，
“高出的 7 分钱
应该是作为
‘水电办’
工作人员的工资，
也没
人告诉我们具体是怎么回事，
很不透明”
。
跟着刘先生，
浔阳晚报记者来到了大院
社区的一栋居民楼内，
只见楼道内的墙面上
有两个被锁上的木箱。刘先生表示，
木箱内
就是这栋楼每户居民的电表，
只是常年被锁
上，
居民根本无法查看用电情况，
只能是
“收
费人员怎么说，
我们怎么交”
“
。而且
‘水电办
’的工作人员周末不上班，周末往往是用电
高峰时间，偶尔会出现跳闸等情况，但由于
电表是被锁起来的，
我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
解决。”刘先生称，因为没有经历过电网改
造，
现在小区居民用的仍是老式电表，出现
问题往往还要自己出钱维修、更换。
“我们用的水电都是在‘水电办’缴费，
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的情况。”在小区内，
一名带着孩子散步的大姐表示，这样既好
又不好，
“ 好处是方便了不会用手机的老
人；不好的地方是‘不透明’，也确实担心多
收费的情况”
。

“水电办”
：多收的为损耗费
随后，根据刘先生的指引，浔阳晚报记
者找到了“水电办”。对于刘先生反映的情
况，
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
小区内没有进行一户一表改造，
整个小区只
有三块总表。
“ 小区内电费的收费标准为
0.67 元/度，
向濂溪区供电公司缴纳电费的标
准是 0.62 元/度，这是因为居民分摊了变压
器和线路的损耗。
”
工作人员表示，
由于没有
实行阶梯电价，只能按度数收费，所以小区
内的电价稍高一些，
“此前确实存在线路承
载力不够导致跳闸的问题，小区新增了一台
变压器后，就没有再出现类似现象了”。
工作人员表示，
“ 水电办”的员工工资
由濂溪区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发放，不存
在用居民缴纳的电费发工资的情况。
“我就
住在小区里面，即便是周末，只要有人因用
电问题来找我，我都会上门去为他们解决
问题。
”工作人员说道。
对于此事，濂溪区供电公司一名工作
人员表示，目前该小区有两台变压器在为
约 370 户居民转供电，阶梯电价实行以后，
属于合表用户的性质，公司按照规定收取
每度电 0.62 元的费用。
“一户住宅对应户口
簿常住人口 5 人以上的或两户以上公用一
块电表的，可申请作为合表居民用户。而
合表居民用户不执行阶梯电价，每度电的
价格为 0.62 元。转供电是指电网企业无法
直接供电到终端用户，需由其他主体转供
的行为。”该工作人员表示，他也不清楚转
供电方是如何向用户收费的，不过按照规
定，转供电方是不允许收取高于核定价格
的费用，
“业主可以向监管部门反映此事”
。
“小区的业委会或是相关管理部门也
可以申请一户一表改造，由供电公司接手
管理。
”工作人员说道。

“因为物业乱收费，不少业主意见很大，想要为小区重新选择一家物业公司，但
这个过程一波三折。”近日，瑞昌市民刘先生（化名）向浔阳晚报记者反映，瑞昌市阳
光国际小区的物业已经到期，
但由于业委会处于“瘫痪”状态，
更换“管家”
遇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9 月 6 日，
浔阳晚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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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6 日上午，浔阳晚报记者来到瑞
昌市阳光国际小区，见到了刘先生。据
刘 先 生 介 绍 ，瑞 昌 市 阳 光 国 际 小 区 有
1800 余户业主，三年前，开发商指定的物
业撤离后，由前业委会内定了九江润家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接手管理。
“润家物业
承诺向小区提供三级物业服务标准，第
一年也确实做得不错，但第二年服务档
次就降低了，
第三年更差。
”
刘先生告诉浔阳晚报记者，除了无
法兑现服务标准的承诺外，更让业主们
气愤的是物业在收费方面“不干净”。
“每
个月，每一户业主都需要向瑞昌市市容
部门缴纳 2 元垃圾处理费，由物业代收，
不过物业却在 2 元的基础上加收了 1
元。”刘先生表示，1 元虽然不多，但物业
每年就可以多收超过两万元。此外，刘
先生告诉浔阳晚报记者，物业还向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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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根据业主的指引，浔阳晚报记
者来到小区的物业办公室，找到了物业
的项目负责人朱女士。朱女士表示，卫
生处理费标准此前并没有明文规定，公
司也是按照行业标准，收取 3 元/户/月，
“今年，瑞昌市市容部门下发了通知，确
定收费标准为 2 元/户/月，我们也向多缴
费的业主进行了退费”。那么，既然是代
收费，物业在收取了 3 元/户/月的卫生处
理费后，是如何向市容部门缴费的呢？
朱女士称，由于费用是公司缴纳的，而且
公司接管了多个小区，市容部门也只是
向公司收取了一定的费用，无法计算具
体哪一个小区缴费多少钱。
对于二次供水费的问题，朱女士表
示，由于公司接手时，阳光国际小区已经
不是新楼盘了，二次供水费公司也是按
照前物业的账目进行收取。
“去年有一个
二次供水的设备坏了，我们发现电梯房
一楼至五楼的业主家中并没有停水，这
时才知道电梯房低层的业主并没有使用
二次供水设备，于是我们也暂停向他们
收取这笔费用并正在退费。”朱女士告诉
浔阳晚报记者，此前并没有业主反映此
事，是物业的工作人员发现此事并主动
告知了业主，
“是否应该缴纳二次供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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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
不满物业服务，要求更换遇阻
房的所有业主收取了每年 100 元的二次
员任期满了，需要换届，但是业委会的主
供水费用，
“据我们了解，按照规定，只有
任因为某些事情被公安机关处理，副主
6 楼以上的业主需要缴纳这笔费用。于
任辞职并带走了业委会的公章。”业委会
是，有业主拒绝缴费并将规定告知物业， 的委员陈女士（化名）告诉浔阳晚报记
但物业仍坚持收取”。
者 ，现 在 小 区 的 业 委 会 处 于“ 瘫 痪 ”状
“我们向房管部门和信访部门反映了
态。
“ 在润家物业服务期已满，小区还没
物业乱收费的行为，在监管部门的协调
有成立新业委会的情况下，
瑞昌市住建局
下，物业张贴了一张通知，让多缴费的业
要求润家物业继续为小区服务 3 个月。几
主携票据到物业办公室办理退费手续。” 名业主也牵头组织了成立新业委会的筹
不过，刘先生告诉浔阳晚报记者，很多业
备组并通过上门向业主征求意见，
现在已
主都没有保留票据的习惯，但物业应该是
经有近 700 户业主同意更换物业并成立新
有收费记录的，
“ 他们上门收费，怎么就
业委会。
”
陈女士表示，
本以为只要征得超
不能上门退费呢？而且物业乱收费的行
过半数业主的同意，新的业委会就可以成
为也没有受到处罚，
只是退费了事”
。
立，
“但我们向业主征求意见的行为却被
考虑到物业的服务期在今年 7 月 31 ‘叫停’了，之前的工作几乎白做。3 个月
日就到期了，于是有的业主想到了更换
到期后，无论是由润家物业继续服务，还
物业，不过他们发现换物业并没有想象
是小区变成无物业的状态，都是我们无
的那么简单。
“今年 6 月份，小区业委会委
法接受的。”陈女士说道。

物业：
发现问题后正在进行退费
与楼层无关，只要使用了二次供水设备
就会产生电费和损耗”
。
不过，对于朱女士的说法，刘先生表
示不认同：
“前物业并没有向电梯房低层
业主收取二次供水费用，我们在今年 6 月
中旬向信访部门反映了卫生处理费和二
次供水费的问题后，物业才在今年 6 月底
张贴了退费通知。
”
9 月 6 日下午，浔阳晚报记者来到了
瑞昌市住建局。对于此事，物业监管股
的陈股长表示，他是 8 月底才上任的，不
过就阳光国际小区的问题，他也向前房
管局物饰办的主任进行了了解。
“经过调
查，阳光国际小区润家物业确有多收二
次供水费和卫生处理费的行为，我们也
在督促物业逐步退还。”陈股长告诉浔阳
晚报记者，下一步，监管部门将根据相关
条例对物业进行处理。
“根据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业主代
表通过上门的方式向其他业主征求意见
是有效的。”陈股长称，物业监管股并没
有“叫停”业主代表征求意见的行为，只
是要求业主代表“要走正规程序”。
“目
前，监管部门已经介入了此事，将组织、
协调阳光国际小区业主成立业委会和更
换、选聘物业的事宜。”
陈股长说道。

▲物业张贴的退费通知。

《试用期满，转正事宜一拖再拖》后续

员工已
“转正”
，公司将补发工资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李超铭）8 月 26
日，本报报道了市民辜先生入职一家销售
公司后，工作了 4 个多月仍只能享受试用期
待遇一事。昨日上午，浔阳晚报记者再次
联系辜先生得知，目前他已经办理了“转

正”
手续，不过公司还未补发工资。
“9 月 4 日，公司经理让我去办理‘转正’
的相关手续，还承诺会补发第四个月的工
资和提成。”辜先生表示，他已经与公司签
订了劳动合同，不过暂时还没有拿到补发

的工资。
随后，浔阳晚报记者找到了负责此事
的刘经理。刘经理表示，应该向辜先生补
发的工资已经计算出来了，正在走流程，预
计一周后会发至辜先生的银行账户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