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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八方书香苑小区
收接口费引质疑
□记者 房琳 闾斌 文图
本报三门峡讯 日前，三门峡市
八方书香苑小区正式交房，按理应是
欢天喜地的事情，可很多业主却高兴
不起来，因开发商要求，须再交“水、
电、暖气、燃气等接口费用”才能拿到
钥匙。
“政府早就出台规定不允许再收
接口费了，怎么还收？”业主对此很疑
惑。
那么，开发商再收接口费的原因
何在？是否符合规定呢？对此，大河
报记者进行了调查核实。

投诉：
交房时被告知，
交了接口费才能领钥匙
据 业 主 刘 先 生 介 绍 ，2015 年 12
月，他在三门峡市八方书香苑小区以
全 款 38 万 余 元 的 价 格 ，购 买 了 一 套
128 平方米的房子，并与开发商签订购
房合同。
今年 9 月份，他接到通知前去售
楼部办理交房手续，然而办理时却被
告知需要再交 1.3 万元“接口费”才能
拿到钥匙。刘先生以“政府已下发文
件，不再收取”为由拒绝后，最终也未
能领到新房钥匙。刘先生称，和他有
一样遭遇的还有该小区内近 800 户业
主，
都被开发商催缴。
在刘先生提供的一份《商品房买
卖合同》上记者看到，
“房屋价款”一项
中写明：
“ 买受人还应承担水、电、暖
气、燃气等接口费用，接口费用由出卖
人代收后，统一缴纳办理。”
对此刘先生称，当初买房时对合
同并未仔细看，一些相关条例也不甚
清楚。如今被索要“接口费”时，才想
起来该条款。
“ 但即便如此，收接口费
本身也不符合政府的相关规定啊？”刘
先生说。
大河报记者在三门峡市人民政府
网站上查询发现，2011 年 7 月 28 日三
门峡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三门峡市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的
通知（三政〔2011〕61 号）》
（以下简称
《通知》），其中第五条规定：城市配套
费的征收标准按建设项目的建筑面积
计征，每平方米征收 90 元。第十一条
规定：
“商品房项目缴纳的城市配套费
应计入房屋销售价格，开发商不得在
房价外向购房者另行加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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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城市配套费未计入房价中，因此需代收
那么，该小区在交房时为何又征收
“接口费”？征收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对
此，大河报记者联系到该小区的开发商
河南八方置业有限公司一燕姓负责人。
对方解释称，代收接口费是因为当
初的房价中并未加入城市配套费，因而
事后代收。而未加入的原因，是因为该
小区的部分房子为市区某单位团购房，
当初该单位要求配套费不加入房价中，
以此降低房价，以后的“接口费”可再协
商。房价降低后，为照顾其他商品房的
购买者，也一直未再提升，因而配套费也
就一直未加入其中。
对此记者追问：
“与该团购单位约定
后，
就可以不遵循《通知》中的规定吗？”
对方回应称，
“ 规定是规定，约定是

约定，约定和规定是不矛盾的……而且
当时签合同时，也没人有异议……”
之后，记者又询问，既然规定的每平
方米 90 元配套费未加入房价中，为何不
在买卖合同或备注中写明？消费者买房
时又如何得知？该负责人解释称，当初
该小区的房价比周边的住宅小区要低，
业主对比一下就知道，且合同中也写明
了
“接口费”
要代收。
“城市配套费到底计没计入房价中，
我们怎么知道？况且，每平方米的城市
配套费征收仅 90 元，加在每平方米动辄
数千元的房价上，根本就体现不出来。
房价也一直在波动中，再怎么对比当时
的房价，也不能作为判断的依据。”业主
对该解释依旧不满。

说法：
业主认为合同有问题，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那么，开发商“私下与他人约定后，
房价中不加配套费，事后再收”的做法，
是否符合规定呢？
对此，大河报记者联系到负责征收
该项费用的三门峡市城乡规划局。工程
科一工作人员解释称，从他了解的政策
法规来看，按照政府规定，商品房项目缴
纳的城市配套费应计入房屋销售价格，
开发商按照与他人的约定未计入，不符
合规定，
也不应事后再向业主收取。
该工作人员说，因其所在部门没有
相应执法权，若业主认为开发商存在违
规乱收费行为，建议拨打 12345 政府投
诉热线，或到发改委物价部门等进行投
诉。
对此，大河报记者又联系到三门峡
市物价检查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关
于八方书香苑小区征收“接口费”问题，
已有多人反映举报，该所也对此十分重
视，
已展开调查。
同时对方也表示，因部分业主已与

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合同
有 效 的 前 提 下 ，双 方 需 先 履 行 合 同 内
容。若业主认为合同内容有问题，需到
当地仲裁机关进行仲裁，判处该合同为
无效合同，之后再依照政府下发的相关
规定，
对开发商进行相关诉求。
“按照政府的相关规定，开发商的行
为不合规，但在现实中，往往出于各种原
因，开发商会再收接口费。”河南恒翔律
师事务所律师孙春生告诉大河报记者，
若开发商未将基础设施费计入房价中，
有向消费者解释的义务，可在合同之外
的相关补充协议中予以说明解释。同时
消费者在买房时也应多留意，多询问，履
行自己主动查看的义务。
12 月 27 日，大河报记者再次联系到
刘先生。对方称，多次反映后物价部门
也同样给出“通过合同仲裁程序解决”的
回复，目前业主已准备去仲裁机关寻求
解决。

国网卢氏县供电公司

多举措保障农村度冬用电安全
□记者 房琳 任欢 通讯员 宁岩
本报三门峡讯 为应对冬季电网高
峰，今年入冬以来，卢氏县供电公司全面
加强农村供电管理和服务保障能力，提
升农网安全管控水平，以确保农村度冬
供电安全可靠。
结合历年冬季用电高峰实际情况和
农网运行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卢氏县供

电公司从基础管理、用电安全、农网改造
和优质服务入手，不定期对辖区供电所
明察暗访，梳理整改影响供电服务质量
的瓶颈。同时进一步完善供电所应急预
案，增强供电所事故处置能力；抓牢农村
用电安全管理，切实提升农村配网安全
风险防控能力；组织开展供电线路、设备
隐患等巡视排查，并对隐患处理情况开
展
“回头看”，
确保整改到位。

此外，该公司针对农村冬季取暖设
施增多、临时用电管理难的现状，现场排
查了村民室内外线路和家用电器，并对
私拉乱接、超龄家用电器仔细检查，还在
乡镇集市、田间地头张贴通俗易懂的宣
传画、发放宣传手册和便民服务卡，提升
村民安全用电意识。

□记者 房琳 任欢
通讯员 孟永新 文图
本报三门峡讯 日前，卢氏县公安
局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主题党课
在该县人民法院礼堂召开。卢氏县政
府党组成员、公安局长宋福栓出席会
议并讲党课，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姬爱
民主持，班子成员、各单位负责人、全
体民警辅警共计 400 余人参加。
会上，看守所民警张留定以“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讲述了他舍
小家为大家，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的感人经历；拘留所指导员张彬从立
足本职，扎根基层角度，介绍了他在任
徐家湾派出所所长期间携妻带女，13
年如一日坚守深山的动人故事。
随后，卢氏县政府党组成员、公安
局长宋福栓以《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
引新时代公安工作》为题，紧密结合工
作实际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从凝心铸
魂、维护稳定、服务发展等多个角度，
给广大民警辅警作了一次生动的辅导
报告。
会后广大民警纷纷表示，要立足
本职，对标看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
卢氏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净化
校园周边环境
助力
文明城市创建
□记者 房琳 颜钊 通讯员 李俊东
本报三门峡讯 为助力文明城市
创建，近日，湖滨区未成年人工作和校
园周边环境整治攻坚行动领导小组集
中开展校园周边环境整治专项活动。
三门峡市第一小学周边占道经营、店
外经营的商户、流动摊点成为首批整
治对象。
整治过程中，各成员单位的工作
人员耐心为商户讲解政策，当场劝离
学校周边摆摊经营的临时小商户，对
副食店（摊）、文具店经营的食品、商品
质量进行仔细检查，同时清除了校园
周边乱挂、乱贴、乱画的广告。通过整
治，
校园周边的环境大为改观。
据了解，下一步，该领导小组各成
员单位还将继续通力合作，凝聚力量，
按照工作要求建立长效机制，不留死
角，安全管理全覆盖，确保校园周边环
境秩序井然，全力以赴助推文明城市
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