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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在周女士家中，她向记者展示了
几天前她拍下的几张照片。“你看这个水垢，颜
色都发黑了，还是直饮水？”她指着其中一张照
片向记者介绍。

“我们是2015年入住这个小区的，进来的时
候，就已经有这个直饮水机了，家里也买了卡，做饭
基本都是用的这个水。”周女士说，前期的用水一直
都没有问题，“很干净，没有什么杂质和水垢”，后来
自己怀孕到孩子出生坐月子，也都是在直饮水机上
取水，每桶1.5元，基本一天一桶。

问题出现在4月8日。周女士介绍，当天家里保
姆烧完开水后，发现锅里出现了一团黑色的水垢，

水倒在杯子中时，也能看到一团团的白色絮状物。
这让她有些不敢相信，“水的质量肯定有问题。”

接着，周女士又烧了一锅家中的自来水进
行比较。“直饮水的水垢竟然比普通自来水的都
多！”周女士给记者出示了她之前拍下的对比照
片。照片显示，直饮水水垢量多，色深，自来水的
水垢则相对量少一些。

看到眼前的情况，周女士联想到了自己刚刚
出生不久的孩子。“他体重比一般孩子轻，还住过
保温箱，医生说他发育迟缓，现在头顶上还有一
大块没有头发。”周女士认为，目前孩子的这个情
况或许与她孕期长期饮用该直饮水有关。

原本每户轮流收水费原本每户轮流收水费，，变成了指定一家来变成了指定一家来
收收，，而其他的每户要向收水费的这家多给而其他的每户要向收水费的这家多给1010元元
手续费手续费。。小罗觉得这样并不合理小罗觉得这样并不合理，，首先没有提前首先没有提前
通知大家要额外收通知大家要额外收1010元服务费元服务费，，也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是谁
委托她收费委托她收费，，甚至自己都不能确定来收费的人是甚至自己都不能确定来收费的人是
否就是小区的住户否就是小区的住户。“。“有的用水比较少的有的用水比较少的，，可能水可能水
费都才几块钱费都才几块钱，，他们收手续费就要他们收手续费就要1010块块，，我们觉我们觉
得太高了得太高了。”。”

小区租户：
原本每户轮流收水费
现在指定一家收还要服务费

4月8日，石人南路40号院二
栋三单元吵了起来，原因是：原
本每户轮流收水费，变成了指定
一家来收，而其他的每户要向收
水费的这家多给10元手续费。

住在5楼的租户小罗告诉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住在同
一单元楼的原住户说有租户收
了水费不上交，带着钱走了，他
们不放心，要自己收，所以每个
月每户要多给收水费的原住户
10元服务费。小罗觉得这样并不
合理，首先没有提前通知大家要
额外收服务费，也不知道是谁委
托其收费，甚至自己都不能确定
来收费的人是否就是小区的住
户，“有的用水比较少的，可能水
费都才几块钱，他们收手续费就
要10块，我们觉得太高了。”

小罗说，3月初收水费的时
候，因为自己也没弄清楚情况，
就先交了（10元手续费），但这个
月对方表示又要额外收10元钱，
自己不同意，所以只交了水费。

住在3楼的租户小陈也告诉
记者，去年8月租房时，房东就交
代了水费是轮流收，但3月，一位
自称是1楼住户的阿姨敲门，强
制进屋抄水表收水费，还要多收
10元。小陈说，3月自己迷迷糊糊
交了费，这一次要求对方给个收
据，对方却说“不需要给你们解
释那么多。”

原住户：
曾有租户卷了水费跑了
现在不信任租户

4月12日，记者来到石人南
路40号院，但当时负责收费的1
楼住户没有在家，记者拨通了户
主祝大爷的电话，询问额外收取
10元服务费的情况，祝大爷径直
回答“不可以嗦？”记者询问为何
要多收10元，祝大爷说，大家都
商量了，（其他的）是外来户（没
有一起商量）。祝大爷强调，是被
租户骗钱骗得太多了。记者进一
步询问，祝大爷挂断了电话。

随后，记者敲开了2楼李大爷
的家门，李大爷解释说，三单元一
共有21户，现在10多户都是租户，
之前出现过租户代收了水费不上
交，卷钱跑了的情况，当时4个月
没交水费，自来水公司差点停水。
所以原住户商量了一下，一致决
定让1楼的住户代收。

李大爷说，现在是经济社会，

不可能无偿服务，服务费价格是
几户原住户商量的。而为什么没
有提前通知？李大爷说：“我们不
需要跟谁（通知）。”李大爷表示，
如果觉得10元贵了，只能搬走。至
于收费凭据，李大爷说，在收费的
本子上都有详细记录。

院委会、社区：
该小区已经实行院落自治
只能进一步协调

院委会成员李阿姨告诉记
者，二栋三单元收水费的事情，院
委会一直都不知情，直到前几天吵
起来，业委会正好在开会听到了。

“说是他们单元没人收水费，派了
个人来收费，就要喊给10元服务
费。”李阿姨说，至于指派谁，收多
少、怎么收，肯定是他们单元的人
自己商量的。

记者也从石人南路社区了解
到，因为石人南路40号院是老旧
小区，已经实行院落自治，只能通
过院委会和社区进行协调沟通，
关于如何收费、定价标准，都是由
小区里的住户们自行协商。相关
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有需要，社区
还会进一步组织协调。

律师说法：

租户也有权参与
协商定价

租户是否有权参与小区或
单元楼水费收取方式协商？泰和
泰律师事务所刘秀认为，根据租
户与房东的租赁合同，一般约定
租户自行缴纳水电费，直接关系
到租户的切身利益，所以租户也
是有权参与决定水费如何缴纳、
服务费收费标准，应该是协商一
致的结果。如果仅是原住户自己
决定，不符合法律的原则和精
神。至于由原住户代收水费，租
户享受了对方付出劳动、时间成
本带来的便利，应当给予补偿，
只是补偿标准需要协商。

四川及第律师事务所邢连
超律师认为，代收水费，既可以
是合同关系，一方接受委托进行
收取，至于收取服务费的费用，
必须是合同双方达成协商一致。
无论是租户还是原住户，都是有
权参与协商的。如果没有征得同
意或协商一致，是可以拒绝的。

如果老旧小区整体水费必
须统一交付，不能分户，属于老
旧小区自治范畴，可以由业委会
召开业主大会制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费之争水
不放心租户收水费
原住户指定一家收

水费里增加10元服务费：
“不能接受可以搬走”

4月8日，又该交水费了，但租住在石人南路40号
院二栋三单元的租户却感到十分恼火，此前都是单
元楼里每家每户轮流上门收水费，但3月、4月，却突
然有个50岁左右的阿姨上门收费，除了应缴的水费
外，还必须缴纳每户10元的“服务费”。

而住在同一单元的原住户也很烦心，轮流收水
费，有租户把钱收齐后就搬家卷款走了，产生滞纳金
甚至要停水，“我们不信任租户。”家住2楼的李大爷
说，于是，单元楼的原住户商量后，就定下来指定1楼
的祝大爷家来收费，每户每个月多交10块钱做补贴。

周女士越想越气愤，跟着下了楼。来到直饮
水机前，一张贴在机器上的“设备维修检查表”
则显示该设备已经近5个月没有更换过滤芯了。
这让她更加坚信了水质有问题。

该张检查表共记录下了9条检查信息，时间
显示，该直饮水机在2018年1月、3月、4月、5月、9
月、10月、11月先后7次更换过滤芯，之后则再无
信息记载。“也就是说，最近一次更换滤芯还是
在去年11月，到现在5个月了一次都没有换过，
中间也有几个月的空当期。”

根据现场查看，该直饮水机的水源来自小
区自来水，自来水进入机器后经过过滤处理装
置，进行净化，再供居民接水使用，按照标价，

“一桶水7.5升，只需1.5元”。
不过，记者在现场发现，周女士当初拍下的检

查表已经被更换成了另一张新表。新的检查表显
示，该设备分别于2019年2月24日、2019年3月22日
和2019年4月8日连续三个月进行过滤芯更换。

“这是我们给他们反映情况后才临时换上
去的。”对于新表所载，周女士介绍，4月8日正是
发现问题，向运维公司反映后，当天工作人员前
来进行的更换。

对此，周女士曾于4月8日当天，要求运维公
司给自己一个说法，一名工作人员在微信中回
复道：“今天我们把机器处理了，看明天或者后
天，如果再是这种情况，你就可以在网上去发，
相当于给我一个机会。”面对周女士怀疑水质对
孩子产生影响的问题，该工作人员回复，需要先
找检测机构进行检测证明水质问题，同时证明
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行。

记者在现场看到，张贴在机器上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显示，该直饮水机运营公司为成都德
兴昌商贸有限公司，根据预留电话，记者与公司
一名相关负责人员取得了联系。

对于周女士的质疑，该负责人回应，“只是
一点轻微的水垢，只要不是百分百的纯净水都
是有的，絮状物是她的外部环境造成的，是她接
水的桶长期没有清洗，有外部灰尘进入，不清洗
就会产生这个问题。”

对于未更换滤芯问题，该负责人则解释，更
换滤芯是看用水量来进行的，冬天用水量小加
上春节放假也没有什么人，因此一般在冬天是

三四个月换一次，夏天则是两个月一次，更换时
一般根据水中杂质总量的TDS值来确定。

不过，当记者提出为何会出现前后两张不
同检查表的情况时，该负责人又解释道，可能记
载在表的下方被挡住了，因此重新贴上去。

随后，负责周女士小区直饮水机的业务
员则向记者表示，一直都有检查，但只是因
为工作疏忽没有在上面记载。该业务员介
绍，已经向周女士进行了解释，也提出可以
向周女士退还水卡费用，如果周女士一定要
求给一个说法，可以由周女士自己去找机构
检测水质问题。

水质问题

有小区无任何记录
水质检测报告未更新

14日，记者走访成都多个小区发现，安
置在小区内的直饮水机来自不同公司，而
从张贴的相关维保记录来看，针对滤芯的
更换，大多间隔时间为2个月，而部分小区
则无任何记录。

在跳蹬河南路附近，沙河丽景小区的
直饮水机维护记录表显示，共有4条信息，
时间自今年3月30日到4月11日，该期间
暂未更换过滤芯。在水岸东里小区内，则仅
有最近4月1日的一条信息。

位于三环路附近的锦江城市花园小区
内，直饮水机上张贴的提示信息显示最近
一次更换滤芯在今年2月15日，下一阶段
更换时间为4月15日。成都339附近的长城
锦苑小区，更换设备滤芯的时间同样间隔
两个月，最近一次为3月20日。

在贝森路附近青森小区，今年以来只
更换过一次滤芯。贝森园小区内的直饮水
设备则无任何记录，甚至没有张贴相关检
测报告营业单位。

而按照《四川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
理办法》，直饮水机一类现制现售水经营，应
当定期更换新水质检测报告和水质处理材
料更换记录等信息，设备应该安装在视频监
控范围内。但上述小区在检测报告上则大多
距离时间久远。如沙河丽景小区内设备张贴
的检测报告还是去年6月份的。

那么对于滤芯的更换，在业内到底是
如何进行的呢？一位直饮水机运营商介绍，
一般根据水质情况进行，“国家规定的饮水
标准，水中的杂质可溶性固体总量不能超
过50这个指数，通过检测笔进行检测可以
判定水质情况，如果指数持续偏高，就得进
行更换。”不过，对于具体间隔多长时间，则
没有固定标准，因为各个体情况不一，也难
以给出具体更换滤芯的时间标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实习生 伍伟欣 摄影报道

记 者 走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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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爷说李大爷说，，之前出现过租户代收了水费不上之前出现过租户代收了水费不上
交交，，卷钱跑了的情况卷钱跑了的情况，，当时当时44个月没交水费个月没交水费，，自来自来
水公司差点停水水公司差点停水。。所以原住户商量决定让所以原住户商量决定让11楼的楼的
住户代收住户代收。。关于每户关于每户1010元的标准元的标准，，李大爷解释李大爷解释
说说，，现在经济社会现在经济社会，，不可能人家无偿服务不可能人家无偿服务，，价格是价格是
几户原住户商量的几户原住户商量的，，没有什么根据没有什么根据。。如果觉得如果觉得1010
元贵了元贵了，，只能搬走只能搬走。。

原
住
户
态
度

当下，不少小区内都安装起了直饮水设备，直饮水也得到不少居民
的青睐。不过，家住成都科华南路东苑小区B区的周女士近日则发现，
楼下直饮水机取出的水在烧开后出现了不少深色水垢和白色絮状物，

“比普通自来水的都多”，这让她对水质提出了质疑。
另一方面，直饮水机上张贴的设备维修检查表则显示，该设备已有

近5个月没有更换滤芯。而恰巧，当周女士将情况反映给运维公司后，该
检查表竟在随后被替换成了一张记载着2、3、4月维护记录的新表格，这
让周女士更加坚信了自己的质疑。

检查表显示将近5个月没有更换滤芯

当时当时，，周女士看到一周女士看到一
张贴在机器上的张贴在机器上的““设备维修设备维修
检查表检查表””则显示该设备已经则显示该设备已经
近近55个月没有更换过滤芯个月没有更换过滤芯
了了。。不过不过，，记者在现场发现记者在现场发现，，
周女士当初拍下的检查表周女士当初拍下的检查表
已经被更换成了另一张新已经被更换成了另一张新
表表。。新的检查表显示新的检查表显示，，该设该设
备分别于备分别于22月月2424日日、、33月月2222
日和日和44月月88日连续三个月进日连续三个月进
行过滤芯更换行过滤芯更换。。

周女士介绍周女士介绍，，当天家当天家
里保姆烧完开水后里保姆烧完开水后，，发现发现
锅里出现了一团黑色的水锅里出现了一团黑色的水
垢垢，，水倒在杯子中时水倒在杯子中时，，也能也能
看到一团团的白色絮状看到一团团的白色絮状
物物。。这让她有些不敢相信这让她有些不敢相信，，

““水的质量肯定有问题水的质量肯定有问题。”。”
接着接着，，周女士又烧了一锅周女士又烧了一锅
家中的自来水进行比较家中的自来水进行比较。。

““直饮水的水垢竟然比普直饮水的水垢竟然比普
通自来水的都多通自来水的都多！”！”

水质出问题 两张检查表

质之疑水
居民反映：

小区直饮水现
深色水垢、絮状物

原检查表显示：近5个月没换滤芯

▲周女士所用
的直饮水烧开
后的水垢

不是百分百纯净水都会有水垢 絮状物是她没清洗水桶造成

原检查表显示近5个月没换滤芯“新表”又显示连换了三个月

小区直饮机上取水 烧开后出现深色水垢和絮状物

检查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