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深读·
2021年9月17日 星期五A05

谁是受益方
更加透明的电量和价格，更利
于小区和物业长远发展

“双过半”之难
宣传发动仍不到位，“双过半”表决成为一道硬坎

亟须凝聚共识
电力抄表到户需多方合力，补齐流程等各方面短板

“交费方便，
电费透明，更重要
的是有利于小区
管理的优化。”9
月8日上午，说起
电力抄表到户后
的体验，海口市海
信华庭小区业主
叶光分享道。

从2020年6
月起，海口开始推
进 2015 年 11 月
至2020年5月建
成的存量小区（以
下简称存量小区）
抄表到户工作，共
有258个小区纳
入改造范围。

如今，改造工
作推进一年有余，
仅有 156个小区
完成业主表决，其
中 140个完成了
改造，还有102个
小区改造工作推
进困难。

到底卡在了
哪个环节？面对
叶光体验到的种
种好处，为何其他
小区无动于衷？

海南日报记者近日在海口部分存量小区走
访时注意到，小区内及物业办公室内，均没有张
贴电力抄表到户的相关宣传单。

去年海口供电局就已在所有存量小区张贴
了宣传单，现在这些宣传单为何不见踪影？

“我平时跟各个小区交流的时候发现，电力
抄表到户工作，主要是供电企业、小区业委会在
宣传发动，物业公司并不积极。”肖江涛指出。

那么，物业公司为何不积极宣传电力抄表到
户工作？有受访的业主表达了质疑：物业公司宣
传动力不足，是否因为电力抄表到户的做法斩断
了其牟利的渠道？

据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在海口一些还未实现电
力抄表到户的小区，物业公司往往不会主动公布
小区每月公摊用电量，在代收电费时，也往往将公
摊用电量加入小区总用电量中，再根据管理成本及
利润率，算出该小区居民的用电价格。这种电费代
收模式，为物业公司牟利留下空间，进而导致业主
要以高出标准电价的价格购买生活用电。

陈泽涵称，实施电力抄表到户后，居民直接
向供电企业交纳电费，杜绝了物业公司在中间环
节赚取差价的可能，很多业主会发现自家电费明
显下降。

前几年，小区物业公司加价收取电费的做法
惹出许多民怨。有的小区居民用电价格每度超
过0.8元。2018年起，海口市开展清理规范转供

电环节收费工作，查处整顿各种违规
加价行为。

此后，不少小区的居
民用电价格明显下降，回
落至每度0.63元以内。这
和目前海口电力抄表到户
实施的阶梯电价夏季一
档收费标准相近。

“因为改造前后电
价都差不多，一些业主
对电力抄表到户的好处
感受不深，这也是他们
表决投票积极性不高的
原因之一。”陈泽涵补充
道，此外，还有不少小区
是“候鸟”小区，常住业主
较少，也难以通过表决形
式形成一致的改造意见。

“供电和住建部门
应进一步优化表决程
序，物业还应加大动员
力度，多方合力才能让
这个惠民政策深入人
心、顺畅实施。”肖江涛
表示。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

既然电力抄表到户能带来诸多便利，为何仍
有102个小区的改造工作未完成？

海南日报记者调查了解到，为了加快推进
电力抄表到户改造工作，从2020年 6月起，海
口供电局和海口市住建局联合开发了线上表决
投票平台，并联合多个部门和单位，发动存量小
区召开业主大会，支持小区进行电力抄表到户
改造。

与此同时，海口供电局还通过短信方式提醒
存量小区的每位业主参与表决投票，并将相关宣
传单张贴至存量小区的每栋单元楼入口。业主
只需用手机扫描宣传单上的二维码，即可进入线
上表决投票平台参与表决。

然而，许多存量小区的电力抄表到户工作，
还是卡在了业主表决这一环。

以位于椰海大道上的一个小区为例。该小
区仅有两栋住宅、180多户业主。“根据以往的经
验，这种小区完成业主表决是非常简单的，但是

目前该小区仅有15%，也就是20多户业主参与
表决。”海口供电局有关工作人员称，这样的结果
让他们感到意外。

“你知道小区在开展电力抄表到户工作吗？
你表决投票了吗？”海南日报记者随机询问该小
区内的居民。“这是物业负责的，我们不清楚。”不
少人都这样回答。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位于琼山大道的佳元
椰风水韵小区。在这个有800多户业主的小区
里，海南日报记者没找到电力抄表到户的相关
宣传公示，该小区目前仅有100多人表决投票，
更多业主对电力抄表到户一事并不知情。

“宣传发动不到位，是导致电力抄表到户
工作不顺利的重要原因。”海口市业主委员会
协会会长肖江涛认为，海口供电局的宣传，仅
限于张贴宣传单和发送短信提醒，但许多“上
班族”平日忙碌，很难关注到这类信息，让表决
工作无形中错失一部分潜在的投票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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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抄表到户
“最后一公里”

■ 张成林

258 个可实施电力抄表到户小
区，仅有156个完成过半表决……海
口一年间的电力抄表到户情况是一
个缩影，既反映出该项工作推进难
度之大，也折射出很多市民认识上
的模糊。就目前来看，如何提升市
民的思想认识及积极性，无疑是打
通电力抄表到户“最后一公里”的关
键所在。

电力抄表到户直接关乎小区居
民的现实利益。可对这一现实利益
问题，不少市民却缺乏感知，认识不
到位。比如，有的甚至认为这只是物
业的事。当然，物业的支持确实很重
要，但鉴于电力抄表到户挤压了物业
牟利空间，物业对此显然并不积极。
再如，电力抄表到户究竟有哪些利
好，改造资金从哪里出，很多市民并
不清楚，更不要说业主表决“双过半”
这一前提条件了。另外，有些小区电
费原本不高，但居民看不到直接好
处，就更缺乏积极性了。

事实上，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
电力抄表到户有诸多利好。以往，
老旧小区往往面临电价收费不透
明、业主与物业多纠纷、供电可靠性
差、安全隐患多、故障抢修难等一系
列问题。电力抄表到户，一户一表，
根据每户实际情况收费，既可保障
公平，增强节约意识，且缴费方便，
同时能有效保障用电安全，提升抗
风险能力，促进自贸港智能电网体
系的构建。正是有诸多利好，省政
府才将其列为重要的民生工程，积
极谋划、加快推进。

可是，就当前看，宣传引导依旧
是短板所在。宣传不到位，工作推
进就会事倍功半，遇到不少阻力。
所以说，破除电力抄表到户的梗阻，
相关部门必须在深入宣传引导中为
居民算算利好账。宣传引导既要在

“广度”上下功夫，通过媒体、传单、
小区广告等多种途径，提升居民的
覆盖面，也要在“深度”上下功夫，通
过典型案例、新旧对比等多种方式，
将电力抄表到户的利好说透、说清
楚，而不能沦为粗线条、概述性的简
单概括。

为民服务需用心用情。电力抄
表到户牵涉到千家万户，只有站在
群众的视角，做好宣传普及工作，将
利好账、长远账向人们算清楚，后续
工作才能越走越顺、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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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电 收
费透明、合理:

采取公开的收费标
准，避免物业公司从中加价

及其他损害用户权益旳行为，对
公共区域用电实行分表计量、据
实分摊和收费

百姓
可享受专

业供电服务:
包括足不出户

查询交纳电费、定
期安全检查、及时
上门维护等

是智能电
网建设的基础性
工程:

对提升小区用
电安全、减少停电
时间、降低居民用
电成本、鼓励节约
用电具有重
要意义

电力
抄表

到户
，电

费如
何收

取？

根据《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
于电价调整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

夏季 冬季

第一档 0-160度，价格为0.6083元/度

第二档 161-290度，价格为0.6583元/度

第三档 291度以上，价格为0.9083元/度

第一档 0-220度，价格为0.6083元/度

第二档 221-360度，价格为0.6583元/度

第三档 361度以上，价格为0.9083元/度

其中

“一户一表”管理
一般分为夏冬两季进行阶梯收费

“我们小区以前每度电物业收8毛多，现
在降到6毛1，实惠看得见。”叶光称，在实施
电力抄表到户之前，小区物业公司代收电费，
会将小区公共用电和居民生活用电混在一起
计算，业主并不清楚小区每月的公共用电量
是多少、公摊费用是否客观、透明。

实施电力抄表到户后，一户一个电表，用
户通过微信小程序、“椰城市民云”手机App
等方式，可以查询自家用电量，也可以线上交
纳电费，用户也清楚小区每月公共用电量是
多少，公摊费用花得明明白白。

海口存量小区的电力抄表到户改造，由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出资实施和维护
管理。

由于小区的供电设施产权属于全体业
主，供电企业要在小区开展电力抄表到户改
造，首先需征得小区“双过半”（住户专有面
积过半、人数过半）业主同意。

2020年10月初，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
司海口供电局在海信华庭小区发动业主表
决。“在小区业委会的推动下，表决速度超乎
我们想象。”海口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副经理陈
泽涵称，供电局工作人员在小区张贴了电力
抄表到户的表决宣传单后，不少业主当天就
开始投票。

投票期间，海信华庭小区业委会委员积
极参与宣传，每天在小区业主微信群里发布
3次提示，呼吁业主们尽早参与表决投票。
就这样，仅用1个星期，这个有3栋楼、450余
户业主的小区就集齐了“双过半”业主的投票
同意。

业主表决通过后，海信华庭小区就与海
口供电局签订了电力抄表到户协议，后者很
快进场施工，仅花了不到半个月就完成改造
工作。“这些存量小区的供电设施，都是符合
2015年后的建设技术规范的，所以电力抄表
到户只需改造供电机房设施、更换业主家门
口的电表就可以了。”陈泽涵说。

电力抄表到户后，小区有什么变化？陈
泽涵介绍，一是，改造后小区的供电设施，由
海口供电局享有使用权，但产权依旧属于业
主，二是，以往由小区承担的供电设施运维费
用，今后将由供电企业承担。“我们在改造时
就给业主免费更换智能电表，未来小区的供
电设备、业主的电表和附属设施，也都由海口
供电局维护，对物业和业主来说都省了一笔
支出。”陈泽涵说。

“小区实施电力抄表到户之后，我们就可
以省去每年几千元的日常运维成本。”海信华
庭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许治飞称，用户直接
向供电企业交纳电费后，还可以减轻物业公
司的资金周转压力，“以前由物业代收电费时，
我们每月要垫付数十万元先买电，然后再供给
业主。此外，如果发生物业公司新旧交接的情
况，电费垫付的事情也容易导致扯皮。”

对于业主而言，电力抄表到户不仅使得
电费更加合理、透明，也意味着物业公司不能
再用“断电”的方式，逼迫业主交纳物业费了。

“以前得找物业买电、插卡取电，手续繁
琐还很被动，现在我们通过手机就可以自己
交费。”叶光表示，这也促使物业公司必须加
强服务意识，通过提高服务质量，让业主按期
支付物业费。

▼海口供电局工人在海口市花
漾年小区进行电力抄表到户改造。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2000年

1月
1日

2015年

11月
1日

竣 工 验
收、用电报装在

2015年 11月 1日后
的，由海南电网公司
负责出资实施电力抄
表到户改造和维护
管理

竣工验收
在2000年1月
1 日至 2015 年
10月31日期间
的，按计划推进
电力抄表到户
改造工作

竣工验收在
2000年 1月 1日
前的，结合老旧小
区改造计划，将电
力抄表到户改造
列为必改
内容

(4月-10月) (11月-次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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