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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 热线

安宁市

五华区

半山御府小区

金泰国际二期小区

电梯费按房屋面积算
租车位每月要 485 元

楼下商场准备关闭
通往住宅电梯

小区的物业费、
停车费是怎么计算的？需不需要和业主商议呢？3 月 11 日，
蔡女士向本报反映，
她购买的安宁市半山御府小区今年交房了，
但小区收取的物
业费却让她疑惑不已，
“感觉有些地方不太合理。
”

近期，家住五华区金泰国际二期小区的业主向本报反映，该小区负一层的
商圈金泰国际美食广场变成金泰国际二手车广场有一年了，现在又要关闭住
宅到商场的直通电梯，该电梯还是住宅楼通往负一层超市的唯一电梯，部分业
主觉得这样的做法让业主出行不便，
损害了业主的利益。

业主：
不合理！

业主
物业费、停车费高
蔡女士购买的安宁半山御府小区于
今年 1 月顺利交房。接房时，物业告诉
她，要把今年一年的物业费交齐后才能
拿钥匙，
蔡女士心急接房装修，
便交了约
2900 元的物业费。
“当时我仔细看了一
下，物业费 1.98 元/平方米·月，其中 0.6
元是电梯运行维护费用，实际物业费
1.38 元/平方米·月，这个电梯费用难道
是按照房屋面积来算的？
”
蔡女士说。
蔡女士告诉记者，她家面积 108 平
方米，这样算下来，每年电梯运行维护
的费用约为 780 元。这样的收费方式

让她觉得不太合理，
“按房屋面积来算，
面积小就少交，面积大就多交，这样的
计算方式对大户型业主显然不太公平，
而且费用也颇高。
”
除了物业费，蔡女士认为小区内的
停车费也偏高。她告诉记者，最开始接
房时是 5 元/小时、上不封顶，很多业主
不满，物业后改为 2 元/小时、每天最高
收取 24 元。如果按月租，每月 450 元，
另收 35 元车位管理费。
“据了解，
昆明很
多小区每月租车位也才 300 多元。
”
蔡女
士等很多业主都认为费用有点高。

物业
费用为开发商制定
当天，记者联系到半山御府小区物
业，
就蔡女士提出的疑问咨询了工作人员。
“云南省规定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
务收费为 0~1.8 元/平方米·月，我们的
物业费用是 1.38 元/平方米·月，这个价
格是符合规定的。业主所说的电梯运
行维护费用是单独收取的，不包含在物
业费里。”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因未有统一的收费标准，小区的电梯运
行维护费与昆明大多数小区一样，都是
按面积来算的。同时，电梯运行维护费
每年采用专款专用、滚存使用的方式，
年末由财务做出收支报表公示。
“ 交了
这个费用以后，电梯出现问题就不用业

主单独交费。”工作人员说，这部分费用
是按照规定来审批的。
关于停车费用，该工作人员表示，
已经销售出去的车位属于业主，每年物
业收取车位服务费，其余车位的产权属
于开发商，业主可以租用。长期租用每
月 450 元，加上车位服务费就是每月
485 元；短期租用是小时收费，半小时
以内免费，1 小时以上每小时 2 元，24
小时以内 24 元封顶。记者了解到，这
个收费标准来自小区开发商，物业仅代
为管理。
“如果业主觉得收费不合适，可
以跟开发商沟通，我们物业是按照开发
商给的标准来执行的。
”
工作人员说。

如遇乱收费情况，市民可举报
记者了解到，2017 年 3 月昆明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
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的实施
办法》，其中明确：已成立业主大会的小
区，其停车服务收费标准由业主大会确
定；未成立业主大会的，原则上由车主
与物业服务企业、停车服务企业协商确
定，协商不一致的，
按标准执行。
住宅小区物业共有部分停车收费
政府指导价为：
室内小型车 1 元/小时、6
元/24 小时、包月 150 元，
大型车 2 元/小
时、10 元/24 小时、包月 200 元；室外
（包含小区路内）小型车 0.5 元/小时、5
元/24 小时、包月 90 元，大型车 1 元/小
时、8 元/24 小时、包月 150 元。
关于物业费，记者查询到，去年 11
月 24 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

站发布了《云南省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
性收费目录清单》，公共租赁住房物业
服务收费为 0~1.38 元/平方米·月，
普通
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为 0~1.8 元/平
方米·月，半山御府小区物业费在规定
之内。电梯运行维护费目前昆明尚未
有统一的收费标准，大多是按房屋面积
乘以物业合同的单价来收取的。
据了解，昆明市现行的物业收费政
策是 2011 年省物业服务收费的管理办
法，物业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
场调节价，业主大会成立以后，住宅小
区和非住宅小区都可以实行市场调节
价。在物业服务当中如果存在不合理
的收费或是违背相关规定的收费，可及
时向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价格
投诉举报。
本报记者 孙江荭

业主：
不同意！

住宅楼与负一楼超市间电梯将封闭
3 月 9 日，金泰国际二期的楼栋管
家在小区业主群里发了一条消息，提醒
小区居民住宅楼通向楼下小区超市的
电梯将封闭，通知上写着：应上级政府
部门疫情防控减少通道的要求，同时为
了保障住宅住户及商场财产的安全，现
需要将通往住宅各楼栋的步行楼道门、
电梯前室门进行暂时锁闭（应急打开），
开放时间另行通知。锁闭时间定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晚 19:00，进出商场
请从 1-13 号正大门通行。
消息一出，引起群里居民的不满。
居民认为：
“这样的做法欠妥，有老人孩
子的家庭十分不方便。这样小区居民
如果想要去逛超市，需要出单元门，再
走到商场的大门才可以去超市购物，但
小区台阶很多，对老人小孩来说又陡又
高，老人腿脚不好，这怎么办？更别说
推轮椅的老人了。”
一时间，
群里的反对意见居多，
大家
都不明白为什么突然要关闭住宅楼通向
负一层超市的唯一电梯。楼栋管家回消
息称：
“这是商场的管理模式，现在他们
（二手车市场的商户）多辆车被刮花，所

以要关闭。”业主们纷纷表示不同意，楼
栋管家表示：
“没办法，通知上商场也有
留电话，
业主可以给他们提提意见。
”
部门居民认为这对下楼去超市造
成不便，但也有的居民表示关一个通道
门并没有什么影响，可以理解。小区内
的商贩告诉记者：
“ 有人觉得直接到超
市的电梯方便，但也有人想要散散步从
正大门进入超市。关一个门对有的人
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仅是改变一个人
的习惯会让人不舒服而已。
”
向本报反映的业主说，小区管理存
在很多问题，有时候给他们投诉一次两
次都没什么用。不仅卫生差，楼道内的
警报器经常误响，弄得大家都不知道是
真是假。
附近住户告诉记者：
“ 我从小在黄
土坡出生。其实根据黄土坡附近的环
境来考虑，商场变成二手车交易市场
也有一定好处，金泰国际二期的商圈
之前经营就不太好，后来变成了二手
车交易市场也会给一部分商户带来经
济效益。从长远考虑的话，我觉得各
有利弊。”

商场物业回应：希望三方互相理解
随后，记者联系了小区物业——金
南鑫物业管理处主任徐建昆，他告诉记
者：
“ 我们也在和商场物业积极协调。
针对小区业主反映的问题，我们多次找
商场的人沟通，我们更多考虑的是业主
自身的方便。”据徐建昆介绍，二期共有
5 栋楼，目前只有 1 栋楼可以下到负一
层，他们已向商场物业方提出不能锁闭
住宅唯一通向负一层超市的电梯。
随后，记者联系了商场物业，工作
人员向记者介绍：
“ 住宅楼的物业和我
们商场的物业管理有所不同，我们是
出于多方面考虑才做出这个决定。首
先，根据国家疫情防控的要求，要减少

通道；其次，我们商场也要保障住户的
人身安全，因为我们是开放性的商场，
经常会有一些经营活动，面对的并不
是小区居民，而是市民，如果通道门开
放较多，会有一些闲杂人等跟着小区
住户一起进入单元门；最后，我们也要
保证商户的财产安全，因为商场内有
商户的私人物品，监控拍到过一些不
文明现象。”
面对小区居民的不满，工作人员表
示，特殊情况像老人小孩上下楼不太方
便的会酌情考虑，同时他们也在配合小
区物业积极和住户沟通协调，希望三方
能互相理解。

律师说法 物业无权擅自关闭通道门
就此事，记者咨询了云南天外天律
师事务所律师孙迪。孙迪表示，
根据《物
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之规定，
物业管
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
用设施，
不得改变用途。物业服务企业确
需改变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
应当
提请业主大会讨论决定同意后，
由业主依
法办理有关手续。同时，第五十条也规
定，
物业服务企业不得擅自占用、
挖掘物
业管理区域内的道路、
场地，
损害业主的
共同利益。因此，
物业公司在未经业主大
会同意的情况下无权擅自关闭通道门。

针对小区业主反映的情况，建议小
区业主委员会及时了解业主的意见和建
议，
召开业主大会会议，
由业主对此进行
表决，
进一步监督和协助物业公司履行物
业服务合同，
加强商住一体的小区管理。
同时，
也建议小区物业向业主提供
“梯控
卡”
，
开放住宅楼到负一层的电梯通道，
只
有相应住户才能通过
“刷卡”
由电梯直通
负一层的超市，
这样既可保障住户的人身
安全，
避免外来人员随意进出单元门，
也
可保障商户的正常经营。
本报记者 马艺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