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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6月28日讯（记者
张玉岩） 28日，山东省环

保厅召开新闻通报会。今年1-
5月份，山东环保部门实施处
罚环境违法案件6695件，罚款
3 . 45亿元。其中，实施按日连
续 处 罚 案 件 2 0 件 , 罚 款
3332 . 281804万元；实施查封、
扣押案件5 6件；实施限制生
产、停产整治案件17件；移送
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
213件；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
罪案件59件。

其中，德州德工机械有限
公司生产超标机械案较为典

型。德州德工机械有限公司主
要进行装载机、筑养路工程机
械及零部件研制、生产、销售、
维修等业务。去年12月，有用户
举报德州德工机械有限公司于
2017年3月向其出售的冷再生
机（DGL600J）为国Ⅰ排放标
准，不符合国三排放标准才可
销售的要求，违反《大气污染防
治法》有关条款。

经调查查明，该企业于
2016年接受乌克兰客户订单，
生产两台冷再生机，该机械使
用国Ⅰ排放标准发动机，之
后，乌克兰客户取消了订单。

然而该企业已经生产完成一
台冷再生机。2017年3月，安徽
某用户在明知发动机不达标
的情况下仍执意购买了该冷
再生机。之后，用户要求企业
退货，并全额退款，双方因此
产生纠纷。

该企业利用国Ⅰ排放标
准的发动机生产冷再生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第五十一条“机动
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
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禁止
生产、进口或者销售大气污染
物排放超过标准的机动车船、

非道路移动机械”的规定。
2018年2月11日，山东省环境
保护厅责令该公司立即改正
违法行为，并对该公司处以一
百五十七万元罚款，没收销毁
无法达到污染物排放标准的
涉案冷再生机。

环保厅相关负责人提到，
在这个案件中，企业对生产超
标机械的违法性是清楚的，之
所以明知故犯，主要是该企业
生产超标机械用于出口，我国
有关部门难以进行后期监管。
对类似的违法行为，因为没有
实物作为证据，进行处罚存在

一定难度。企业产生这种心理，
反映在监管上还存在不足，需
进一步进行改进完善。一方面
立体监管，实行网格化管理、信
息化监管模式。同时加强与执
法、公安、工商、安监等部门的
沟通协调，开展联合执法检查。

会上还通报了全省5月
份水气环境质量。今年5月，
全省重污染天数平均为0天，
同比减少1 . 7天；环境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平均为4 . 9 0，同
比下降9 . 9%；优良率平均为
54 . 7%，同比增加17 . 2个百
分点。

生生产产超超标标排排放放机机械械，，德德州州一一企企业业被被罚罚115577万万
我省前5月处罚环境违法案6695件，罚款3 . 45亿元

本报记者 张玉岩 崔岩

减免力度空前
不承担打击炒房职责

房屋空置为什么还要交物
业费？这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
题。在此次发布会上，山东省物
价局作出了回应。

省物价局副局长李东方提
到，对于空置房屋是否应当缴
纳物业费的问题，众说纷纭，还
有人认为应当通过加收物业服
务费来打击炒房。

多方调研后，山东省物价
局最后采纳的意见是，普通住
宅交付后空置六个月以上的，
其前期物业公共服务费应当减
收；办理空置的程序和具体减
收比例由设区的市县人民政府
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物业主管部
门规定，但收取的费用最高不
得超过百分之六十。也就是说
普通住宅前期物业空置的减收
比例不得低于40%。

之所以空置房屋仍然收
取物业费，主要是考虑到物业
服务企业仍要正常运转，不交
物业服务费不能保证物业企
业的合法权益。但同时，业主
不入住，就不产生垃圾，不使
用电梯，物业服务工作量有所
减少，可以减收部分物业服务
费。

《办法》的立法目的在于规
范住宅物业服务收费行为，维
护业主、物业使用人、物业服务
企业的合法权益。“打击投机买
房、调控房地产价格不是住宅
物业服务收费政策所承担的职
责，不应当通过加收物业服务
费的方式打击炒房。”李东方
说。

据了解，山东现行关于空
置房屋减收比例是由市县价格
部门制定具体标准，从全省17

市制定的标准看，减收比例在
10%-30%之间，还未有达到
40%的力度。

停车位空置
免收停车服务费

很多业主都很困惑的地方
是关于停车服务费，业主在买
房时一并买了车位，并且已经
交了物业费了，为什么还要交
停车费，物业服务是不是已经
包含了停车服务？

实际上，机动车停放费
用，包括车位租赁费、停车服
务费、车位场地使用费。我省
在制定物业公共服务费标准
时扣除了停车服务的成本，在
制定停车服务费标准时，单独
计算成本。

这也是出于更加公平的角
度考虑。物业公共服务与停车
服务的内容接近，但服务主体
不同，物业公共服务的服务主
体是全体业主，停车服务的服
务主体为购买车位的业主或者
车位使用人。

“这避免了无车位业主承
担有车位业主应当承担的物业
服务费用，更为公平合理。”李
东方说。

在总成本不变的情况下，
如果停车服务费不再单独收
取，物业公共服务费需要相应
上调，否则物业服务企业难以
为继。以济南市为例，停车服务
费基准价格是35元/辆。如果把
停车服务费均摊到物业公共服
务费上，物业公共服务费约需
上涨0 . 2元/㎡。

而关于车位空置的问题，
现行政策是购买的车位未停放
机动车的，减收停车服务费，具
体减收比例由市县价格主管部
门规定。此次《办法》规定，未停
放机动车，免收停车服务费，是
一个很大的突破。

公共收益归业主所有
当按季度公示

物业服务企业利用物业
管理区域内业主共用部位、
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现
象越来越普遍，经营收费项
目也越来越多，比如广告费，
其他还有车位场地使用费、
物业管理用房租赁费等等。
对这方面的经营收入，现实
中纠纷比较多，对此《办法》
也进行了规范。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物
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属
于全体业主所有，其经营决定
权属于全体业主，经营收入归
全体业主所有。物业服务企业
对公共收益应当单独列账，独
立核算，按季度进行公示，时间
不得少于一个月。如果物业服
务企业未按照规定公示和使用
公共收益资金的，将会受到行
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在经营权上，物业服务
企业可以代业主进行经营，
取得经营权的方式是通过物
业 服 务 合 同 的 约 定 进 行 授
权。普通住宅前期物业，可以
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
授权。

在收入归属和使用问题
上，公共收益由业主大会决
定其使用方式和用途；业主
大会未作决定的，主要用于
补充专项维修资金，也可以
作为业主委员会、业主大会
的活动经费或者折抵物业公
共服务费。属于普通住宅前
期物业的，可以优先用于折
抵物业公共服务费。物业服
务企业代经营的，可以扣除
相应的管理费和税费，管理
费的提取比例由市县价格主
管部门确定。

山东物业收费新规下月起实施

房房屋屋空空置置超超半半年年
物物业业费费至至少少减减四四成成

房屋空置如何收费？车位空置怎么办？公共收益如何管理？将于7月1日
起施行的《山东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对这些业主普遍关心的问题做出
了规定。28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对该办法进行了解读。普通住宅交
付后空置6个月以上的，其前期物业公共服务费减收比例不得低于40%，而停
车位空置则免收停车服务费。

●●普普通通住住宅宅交交付付后后空空置置66个个月月以以上上

的的，，其其前前期期物物业业公公共共服服务务费费减减收收比比

例例不不得得低低于于4400%%。。

●●普普通通住住宅宅的的储储藏藏室室、、车车库库不不得得收收

物物业业公公共共服服务务费费。。但但改改变变设设计计用用途途

用用于于居居住住的的应应当当交交纳纳物物业业公公共共服服

务务费费。。

●●停停车车位位空空置置免免收收停停车车服服务务费费。。

●●利利用用共共有有道道路路等等长长期期停停车车的的，，需需要要

交交纳纳车车位位场场地地使使用用费费，，收收益益属属于于全全体体

业业主主所所有有。。

●●临临时时进进入入物物业业管管理理区区域域停停车车的的，，
22小小时时内内免免费费，，超超过过的的按按小小时时收收费费。。

●●物物业业服服务务企企业业对对公公共共收收益益应应当当单单

独独列列账账，，独独立立核核算算，，按按季季度度进进行行公公

示示，，时时间间不不得得少少于于一一个个月月。。物物业业服服务务

企企业业未未按按照照规规定定公公示示和和使使用用公公共共收收

益益资资金金的的，，将将会会受受到到行行政政处处罚罚，，构构成成

犯犯罪罪的的，，依依法法追追究究刑刑事事责责任任。。

●●供水、电、气、暖等专业经营单位

应当按照与业主签订的服务合同，

向最终用户收费；委托物业服务企

业代为收费的，不得向业主收取手

续费等额外费用。

葛新闻延伸

全全省省物物业业费费投投诉诉每每年年达达22万万件件

28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
办发布会上获悉，山东物业服
务企业已从2004年的不到2000
家，到目前的6000多家、从业人
员40万余人、管理项目2万多
个，而全省物业服务收费举报
投诉每年达2万件，占价格举报
投诉的40%。针对这些问题，《山
东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的出台十分有必要。

省政府法制办公室二级巡
视员孙成文介绍，当前，我省业
主自治组织还不完善，全省近
90%的居民小区还未建立业主
委员会，物业服务收费无法完
全依靠市场进行有效调节，乱
收费、质价不符与收费难的现
象并存。

当前，山东物业服务企业
收入来源单一，主要营收仍然
来自于物业公共服务费。随着
经济社会发展，劳动力成本日
益高涨，部分物业服务企业面
对成本上涨压力，导致物业服
务质量不高。

此外，物业公司多元化经
营不够，家政、中介、咨询、托管
等特约服务、咨询服务及收入
占比仍然很小。

针对这些问题，制定出台
了《山东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
办法》，明确了主要由市场决定
物业服务价格的机制，规定物
业服务收费以市场调节价为
主，政府指导价为辅。

本报记者 张玉岩 崔岩

新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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