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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整改优惠”复燃
天然气公司被调查

优惠还是敛财？
叫停半年后，再推天然

气隐患整改存费换优惠
用户担心：收了钱跑路

怎么办？

程序与收费
早有明规

■■ 大半年前大半年前，，四川安四川安
岳县光源天然气有限公司岳县光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曾在供区不少乡镇贴出通曾在供区不少乡镇贴出通
知知，，称称9898%%用户存在安全用户存在安全
隐患需整改隐患需整改，，用户预存气用户预存气
费可享整改优惠费可享整改优惠。。在用户在用户
质疑公司质疑公司以安全之名敛财以安全之名敛财
后后，，当地住建等部门也认当地住建等部门也认
为公司有敛财嫌疑为公司有敛财嫌疑，，并紧并紧
急叫停公司收费行为急叫停公司收费行为。。此此
后后，，市场监管部门在调查市场监管部门在调查
后对其侵害消费者权益行后对其侵害消费者权益行
为进行为进行了处罚了处罚。。

■■““自自愿一次性预交愿一次性预交
天 然 气 后 期 燃 气 费 用天 然 气 后 期 燃 气 费 用
20002000元后元后，，可享受免缴整可享受免缴整
改材料成本费……改材料成本费……””这一这一
次次，，该天然气公司的该天然气公司的““优优
惠惠””方案有些不同方案有些不同，，范围也范围也
更小更小。。

■■““又又和上次一样来和上次一样来
套钱套钱，，套路太深了套路太深了。”。”天然天然
气公司最近推出的安全隐气公司最近推出的安全隐
患整改患整改““优惠优惠”，”，再次引来再次引来
用户及网友质疑用户及网友质疑。“。“预存两预存两
千气费千气费，，要用好几年要用好几年，，如果如果
公司收了钱跑了怎么办公司收了钱跑了怎么办？”？”
有用户有用户心存担忧心存担忧。。

■■ 跟半年前一样跟半年前一样，，当当
地住建部门及乡政府地住建部门及乡政府目目
前前已出面制止天然气公已出面制止天然气公
司的这一行为司的这一行为，，市场监管市场监管
部门也已介入调查部门也已介入调查。。

用户可自行选
择有资质公司
进行整改，然后
由天然气公司
验收。

由谁
整改

记者查询发现，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公开信息显示，今年8
月6日，光源公司因以格
式合同、通知、声明、店
堂告示等侵害消费者权
益，被安岳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罚款1万元，并责
令改正。

公开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显示，此次处罚针
对的便是该公司在今年
初推出的安全隐患整改

“优惠”。经安岳县市场
监管局查明，该公司1月
20日在供气经营区域
乡镇对外发布安全整
改《通知》，优惠活动期
间共收取481户用户预
存气费94.8万元。但其
对外发布的安全整改

《通知》中未明确标明
安全整改的用户范围，
对城西、来凤、朝阳等乡
镇未入户安检的用户，
仍强制或变相强制收取
预存气费，要求用户接
受整改。

另据天眼查及中国
执行信息公开网介绍，
该公司在2017年8月先
后被武汉和重庆法院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被执行人执行情况显示
为全部未履行。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姚永忠 摄影报
道

不得向用户指
定设计、施工、
监理、设备材料
供应单位

怎样
整改

燃气表及表外维
护由公司承担，
如非人为原因破
坏，换表费用不
能由用户承担。

如何
收费

推出“优惠”：
预交2000元免整改材料费
限期缴费，否则停气

安岳县光源天然气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光源公司）于10月25日发出《告
知书》称，公司燃气安全检查小组人员
对用户燃气管道、燃气用气环境以及
燃气灶具、热水器等设备进行了全面
安全检查。针对安检中发现的燃气管
道、用气环境以及燃气设备使用方面
存在的安全隐患，公司已在用户签收
的“安全隐患整改通知单”上明确告
知，公司将对用户家中存在的安全隐
患事项实施整改。

《告知书》中还提请用户带上燃气
“缴费卡”，于11月15日前到陶海村燃
气收费站缴纳整改费。否则，公司将从
11月16日开始对用户家实施停气，直
到燃气安全隐患整改完成并缴清整改
费用。

与《告知书》一并张贴的，是《燃气
安全整改材料费用交费优惠方案》。方
案显示，整改材料费为1298.55元（不

包括工时费）。用户在10月26日至11月
15日期间可享受两种优惠。其一为缴
纳成本费的部分费用即一次性缴纳
800元，另一种为自愿一次性预交后期
燃气费2000元后，可享受免缴整改材
料成本费。此外，对11月16日后缴纳整
改费的用户，公司将全额收取整改材
料成本费。

今年1月20日，光源公司曾在包括
城北乡在内的供气区部分乡镇贴出一
纸通知，要求存在安全隐患的燃气用
户对室内燃气管道进行安全整改，缴
纳表内整改费和材料费，或预存气费
获得不同程度的安装优惠。当时，住建
等部门在接到反映后，便叫停了公司
这一行为。

用户质疑：
优惠是为敛财，
如果收钱跑路怎么办？

11月14日，记者来到城北乡场镇
所在的陶海村，看到光源公司燃气收
费站外，仍有部分用户在此办理换表
手续、缴费。记者在当地走访后发现，

确有部分用户存在私拉乱接等安全
隐患。

对于此次光源公司推出的安全隐
患整改“优惠”，有的用户觉得家里一
直用气，一次性预存2000元还可免整
改费，比较优惠，但更多用户对此表示
质疑。

陶海村村民王某对光源天然气公
司称他家燃气管道等存隐患表示怀
疑。公司开具的《整改通知》说他家存
在管道过长、私拉乱接、软管老化等隐
患，被责令整改，整改费800元。对此，
王某及家人不予认可。

城北乡笕水村村民屈某虽预交了
2000元，但他也认为这不合理。他认为
家里天然气管道及相关设备并无安全
隐患，公司让交800元整改费是“吓人”
的，主要是为了让大家预交2000元气
费，这是一个“骗局”。

更有用户认为，光源公司此次
推出的“优惠”是为了敛财。不少用
户担心：“这家公司是民营的，如果
收钱后，过两年经营不下去，跑路了
怎么办？”

公司回应：
整改针对存隐患用户，
预存气费是自愿

11月14日，光源公司法定代表
人吴海峰表示，根据住建部门相关
文件，入户安检是公司必须做的。
在对用户入户安检后，用户在《入
户安检记录表》和《隐患整改通知
单》上都签字确认了，公司也通过

《告知书》告知用户何时缴费、公司
何时对其实施整改，如不缴费整改
将停气。

“然后才是收费，实际成本1200
多，也公示了的。”吴海峰说，用户在规
定时间内交费的，可“优惠”至只交800
元整改费，或预存2000元气费享受免
费整改。

对于用户关于敛财的质疑，吴海
峰予以否认并表示，免费不是骗用

户，而是因为换表等需要资金，所以
只能以促销活动进行更换。“这次我
们也只针对已安检用户。为什么有人
来交两千要喊他签承诺书，（说明）这
不是我喊你来的，是你自己愿意来存
气费。”

对于用户担心，吴海峰表示，如果
他跑了，那就是诈骗。“我花几千万买
的公司，我跑哪去嘛？”

随后，光源公司办公室负责人赵
小峰拿出多本《入户安全检查记录表》
和《整改通知》介绍，今年5月，公司在
城北乡陆续开展入户安检，安检人员
由公司及有资质的施工单位共同组
成。在入户安检约900户后发现，其中
约70%用户存在安全隐患。

住建部门：
已约谈了公司
制止了收费行为

“收到反映后，我们就约谈了公
司，并联系城北乡政府及时制止了他
们的收费行为。”11月15日，安岳县住
建局城建股民用燃气管理相关负责人
表示，在约谈中，对光源公司提出了两
点要求：首先，预存气费应遵循用户自
愿；其次，对用户燃气表以内的隐患整
改，应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但隐患整
改，燃气公司不能指定施工单位和制
定收费价格，也不能要求用户将整改
费交给供气公司。

该负责人还介绍，燃气经营企业
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燃气工
程安装只能由自己或利益相关方进行
施工，不得向用户指定设计、施工、监
理、设备材料供应单位。此外，根据相
关规定，燃气表及表外维护由公司承
担，如非人为原因破坏，换表费用不能
由用户承担。

安岳县市场监管局多名相关负责
人介绍，11月14日，该局也接到了城北
乡天然气用户的反映，目前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已介入调查，并将根据调查
情况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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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时
强制用户存费
这公司
曾被罚款1万元

04

成都市温江区花季街尚西花郡小
区的物业公司，今年五六月份统计了
小区业主拖欠水费的情况，“只统计了
欠费500元以上的，超过40万元”。

今年8月份开始，该小区按照业主
自愿更换原则开始更换水表。记者了
解到，新换的水表可以防范拖欠水费
的老赖。而换表的费用中，购买水表的
费用由业主承担，而安装及辅材费由
物业承担。

从开始换表到现在，过去差不多三
个月了，该小区近800户业主有300户换
了新水表。未更换的居民表示，得利的
只有物业，换表为什么要业主出钱呢？

不愿换表的业主：
为什么不用维修基金

“为什么不用维修基金，趁着更换
水管一起换了呢？”居民田先生向记者

表达了对小区换水表一事的不解。不
久前，田先生看到了小区里关于水电
改造的公告。公告表示，将根据自愿的
原则，对小区内的水表进行更换，其中
购买智能水表的270元由业主承担，安
装及辅材费由物业承担。

记者在公告上看到，根据相关规
定，该小区2009年交付使用，而所有水
表的设计使用寿命为10年，到期10年
就会要求强制更换。目前水表已经达
到了强制更换年限，所以这次更换是
最合算的。

公告还罗列了两种改造方案的对
比。公告的第一种方案称，已和水电表
生产商达成协议，由其提供价格为每
只270元的智能水表和130元的智能电
表，水表电表一起购买的套餐价为370
元。而国家电网、自来水公司的报价
为：智能电表每只1500元，水表每只
3000元。而经过反复讨论，业委会、物

业公司采用了第一种方案。
“为什么不用维修基金呢？”田先生

表示，据他了解，改造之后，还是只能在
物业缴费，并不能在手机或者网上缴
费，并不比之前更方便。换表只对物业
公司有好处，对于业主来说并没有好
处。既然这样，为什么要业主买单呢？

另外，水表到底是业主私有财产
还是小区的共有财产，商住小区是否
也有类似老旧小区可以申请免费改造
的政策等问题，也让田先生觉得困惑。
目前田先生家的水表还未更换。

最多一户欠费五千多
物业垫付水费超40万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表示，从开始
更换到现在的3个月间，小区近800户
业主中约300户更换了新水表。换表主
要是因为使用年限抵近和安装位置不

当。“有的水表在灶台下面，只有跪着
抄表。”该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表示，2到
6栋的水表直接抄不到，另外还存在部
分业主不给抄表员开门的情况。

“今年五六月份，我们统计了500元
以上的欠费，其中最多的一户2012年之
后就没交过，欠了5000多元。”物业工作
人员表示，水费是物业代收，每个月要
上交一次。共计超过40万元的垫付资
金，已经影响到了物业的正常运转，

“对于物业来说压力还是很大”。
由于经常爆管，目前小区内正在

进行主水管网的改造，而改造的资金
来源是该小区的维修基金。“涉及房屋
质量等小区公共设施设备的维修更
换，才能申请维修基金。”上述工作人
员表示，自来水管网属于小区共有财
产，而水表则是业主的私有财产，所以
没有办法申请使用维修基金。

同时，申请维修基金，需要多数业

主同意，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困难。另
外，由于该小区属于商品房性质，所以
也享受不到免费改造成终端用户的政
策，所以最后采用了目前的方案。“换
表后，水量达到最低报警值时，就会有
断水提醒。”工作人员表示，马上刷下
充值卡，用户就能继续使用，随后到物
业充值即可。

对于公告上“从2019年10月16日
起，物业公司将对欠费老赖业主停止
服务，并采取更换局域网智能水电表
措施，费用同样由老赖业主承担”的说
法，物业工作人员表示，更多的还是

“警示作用”，不换新表，要停水整个小
区都会停，没法只停某家的。而是否安
装，还是业主说了算。对于物业为何不
为换表买单的疑问，该工作人员表示，
承担更换所需资金的压力太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叶燕 摄影报道

天然气隐患整改

垫费40多万 物管求换老水表
业主：换表凭啥要我出钱？换还是不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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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王姓居民接到的整改通知单

尚西花郡小区水电表改造的补
充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