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案 电梯楼或最高 3.35元 /平方米·月

根据物业服务成本和普通住宅

物业服务内容等情况， 制定东莞市

住宅物业服务收费最高指导价， 具

体标准由物业服务双方在政府指导

价范围内协商确定， 并区分是否允

许突破政府指导价， 拟定两种调整

方案。

一是调整全市住宅物业服务

收费政府指导价，不允许突破规定

的最高限价。 带电梯住宅物业最高

3.00 元/平方米·月；不带电梯住宅

物业最高 2.40 元/平方米·月，以上

标准上浮为零，下浮不限。

二是把政府指导价调整为：带

电梯住宅物业最高 2.75 元/平方

米·月， 不带电梯住宅物业最高

2.15 元/平方米·月。 确需突破这一

指导价标准的，须报市价格主管部

门核定。 按照物业服务收费突破政

府指导价核定办法，带电梯住宅物

业最高可到 3.35 元/平方米·月，无

电梯住宅物业可到 2.75 元/平方

米·月。

保障性住宅物业服务收费执

行政府指导价标准。 保障房主管部

门可根据保障对象、保障房房源等

实际情况，对保障对象物业服务费

给予补贴或优惠。

另外， 物业服务政府指导价

实行动态管理， 原则上每 3 年对

物业服务成本进行监审， 并综合

考虑物业服务质量内容、 管理范

围等要求， 适时调整政府指导价。

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调整的， 物

业服务双方可按照 《物权法》

《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 等关于召

开业主大会会议的程序和要求进

行， 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

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

的业主同意， 并在物业服务合同

中重新约定后执行。 物业服务双

方需突破政府指导价而变更或调

整收费标准的， 须按规定成立业

主大会后进行， 物业服务收费相

应实行市场调节价。

原因

物业服务出现成本

与收费倒挂现象

据介绍，近年来，东莞市物业服务行业发展迅

速，全市共有物业服务企业约600家，从业人员6万

多人，服务建筑面积达2亿平方米，全市物业经营

总收入约40亿元/年。 全市物业住宅小区约2300

个，已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约300个，约占13%。 根据

有关规定， 全市物业服务收费根据不同物业的性

质和特点，分别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 业

主大会成立之前的住宅（

含自有产权车位、车库

）

物业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 别墅（

低层住宅，

指地面建筑层数小于或等于

3

层的住宅

）、 业主大

会成立之后的住宅（

含自有产权车位 、车库

）及其

它非住宅物业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东莞市发改局表示， 东莞市现行住宅物业服

务收费政府指导价从2004年10月1日起实行，至今

已超过14年。 在此期间，物业服务模式、服务要求、

服务成本等都发生很大变化。 人工费用、 清洁卫

生、设施运行维护、物料费用等服务成本上涨幅度

很大。尤其是占物业服务成本比重超过50%的人工

费用影响更是明显，单从最低工资标准对比，已从

2004年的450元/月提高到目前的1720元/月， 上升

幅度很大。 由于指导价未能及时疏导企业成本上

升压力，出现成本与收费倒挂现象，部分企业通过

降低服务标准等方法降低成本， 物业服务双方的

价费矛盾日益增加。

另外， 现行分服务等级制定政府指导价的操

作性不强， 突破政府指导价的定价规则也不够合

理，需要建立更加合理、可行的物业服务政府指导

价管理方式。 鉴于以上情况，有必要根据目前物业

服务成本变化等情况，适当调整政府指导价。

东莞市发改局还对东莞市住宅物业服务收费

2014~2016年度的成本情况进行了核算，在此基础

上测算了住宅物业政府指导价： 无电梯住宅物业

的平均服务成本为2.41元/平方米·月，有电梯住宅

物业的平均服务成本为2.72元/平方米·月。该平均

成本未扣除其他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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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物业服务收费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日前发布

东莞拟上调物管费指导价

□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东莞拟对物业服务收费进行调整。 近日，东莞市发改局发布了《东莞市物业服务收费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调整方案》），向社会征求意见。 此次调整以是否允许突破指导价设有两套方案。 带电梯住宅物业最高 3.00元

/ 平方米·月，不带电梯住宅物业最高 2.40 元 / 平方米·月，但不允许突破规定的最高限价；带电梯住宅物业最高 2.75

元 /平方米·月，不带电梯住宅物业最高 2.15元 /平方米·月，确需突破政府指导价标准的须报价格主管部门核定。

影响 双方约定具体收费标准时空间增大

东莞市发改局表示，《调整方

案》明确了保障性住宅物业服务收费

管理政策，保障房主管部门可根据保

障对象、 保障房房源等实际情况，对

保障对象物业服务费给予补贴或优

惠，有利于降低保障对象的负担。

对比现行收费标准看，调整后

的新建住宅物业服务收费政府指

导价最高价格比现行标准有所提

高，会使物业服务双方约定具体收

费标准时的空间增大。 但由于新建

物业服务实行招投标制度，可通过

公开招投标方式， 根据服务内容、

服务质量等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和

约定收费标准，促进费用与服务水

平相适应。

对非保障性住宅原有物业服

务收费标准影响不大。 原有物业服

务收费标准已在合同或协议中约

定，需调整、变更的，须按合同约定

以及物业管理相关规定进行，业主

有更大主导权。 因此，调整政府指

导价后对原有物业服务收费标准

影响不大。

4 月 10 日，记者从东莞市发改局获

悉，本月起东莞取消商住小区实行临时

台变电价规定，供电部门对相关实行临

时台变电价的商住小区执行省发展改

革委规定的目录定价。 东莞市发改局要

求供电部门加快对“一户一表”改造进

度。 在对居民用户进行电表改造过程

中，不得再向居民用户收取电表改造费

用。

临时台变电价是指供电部门对目

前暂时无法全面接管抄表到户的商住

小区、 楼宇实行的临时电价。 根据相

关规定， 尚未实现抄表到户的商住小

区一般工商业用户执行 《广东省发展

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清理规范电网和转

供电环节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规定，

相关共用设施用电及损耗可通过租金、

物业费、 服务费等方式协商解决， 不

得通过加收电价及电费的方式解决。

对于转供电情况特殊， 转供电主体经

与分表用户协商， 可采用电量分摊的

方式解决， 不得提高分表用户的电价

标准。

东莞市发改局要求，供电部门加快

对“一户一表”改造进度，对于具备条件

的，要主动服务，尽快实现直接供电。 在

对居民用户进行电表改造过程中，不得

再向居民用户收取电表改造费用。 商住

小区应根据供电部门“一户一表”的要

求和条件， 积极推动抄表到户工作，减

少转供电情况。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东莞取消商住小区台变电价

政府指导价调整情况

（单位：平方米·月）

（方案二申请突破， 有电梯住宅物业最高为

3.35

元

/

平方米·月

,

无电梯最高为

2.75

元

/

平方米·月。 ）

方案一

方案二（可申请突破）

项目类型

带电梯住宅物业

不带电梯住宅物业

现行最高限价

2.40

1.80

最高限价

3.00

2.40

调幅

25.0%

33.3%

最高限价

2.75

2.15

调幅

14.6%

19.4%

意见反馈

据了解， 有关单位和社

会各界人士可以在本月19日

前，通过信函、传真或电子邮

件方式对《方案》提出意见建

议

（通讯地址：东莞市鸿福路

99

号市发改局价格管理科 ；

邮政编码 ：

523888

； 传真号

码：

0769-22830690

， 电子邮

箱：

fgjjgk@qq.com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