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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五版)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
启动应急维修程序：

（一）物业服务区域内发生的屋面、外
墙严重损坏；

（二）电梯故障；
（三）消防系统故障；
（四）建筑外立面装饰和公共构件严重

脱落松动；
（五）玻璃幕墙炸裂；
（六）排水管道爆裂；
（七）地下车库雨水倒灌；
（八）其它可能造成人身安全事故的紧

急情况。
第三十六条 出现需应急维修情形时，

业主、物业服务人应将有关情况报告业主
委员会或者物业管理委员会，经现场查验
确认后立即组织维修。

专项维修资金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
应急维修资金使用书面申请之日起两个
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应急维修工程竣工
验收后，应当将使用维修资金总额及业主
分摊情况在物业服务区域内显著位置公
示。

第三十七条 专业经营单位应当对物
业服务区域内由其运营管理的入户端口以
外的相关管线和设施设备（含计量装置）承
担维修、养护和更新责任。

业主专有部分的专业经营设施由业主
负责维修、维护和管理。

专业经营单位对相关管线和设施设备
进行维修养护更新时，业主、物业服务人应
当予以配合。

第三十八条 专业经营单位应当与业
主签订服务合同，向最终用户收取费用。

专业经营单位可以将相关专业经营设
施设备的维护、保养等事宜委托给物业服
务人承担，物业服务人可以按照委托合同
向专业经营单位收取报酬。

专业经营单位委托物业服务人代收费
用的，应当签订代收协议。物业服务人不
得借代收费用之便向业主收取手续费等额
外费用。物业服务人不接受委托代收费用
的，专业经营单位不得停止向最终用户提
供服务。

第三十九条 应当由专业经营单位承
担的相关管线和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更
新费用，不得从专项维修资金中列支。

第四十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制定本条例实施前的既有住宅区内专业
经营设施设备改造规划、年度计划、政策
措施，落实改造资金分担统筹责任，改造
完成后由专业经营单位进行运营、管理和
维护。

专业经营设施设备改造应当达到分户
计量、分户控制条件。业主专有部分的用
水、用电、用热、燃气等设施设备（不含计量
装置）的改造费用由业主承担。

鼓励产权单位、业主大会将闲置的土
地、房屋改造为配套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提
升旧住宅区品质。

第五章 物业服务

第四十一条 业主委员会应当根据业
主大会的决议选聘物业服务人，与物业服
务人签订服务合同。物业服务人应当自物
业服务合同签订之日起十日内，将物业服
务合同报县（市、区）物业主管部门备案。
物业主管部门应当将相关材料推送至街道
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等相关部门（单位）。

第四十二条 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确
定及调整和物业服务收费矛盾纠纷的调
处，按《山东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三条 物业服务人依照法律规
定及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妥善维修、养
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
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

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
财产安全，并履行下列义务:

(一)及时向业主、物业使用人告知安
全、合理使用物业的注意事项；

(二)定期听取业主的意见和建议,及时
答复业主提出的询问,通过恳谈会等多种
形式了解业主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业主监
督,化解物业服务纠纷，改进和完善服务；

(三)定期向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报告
履行物业服务合同、业主共有部分的经营
与收益等情况；

(四)制定物业服务区域应急管理预案,
执行政府依法实施的应急处置措施和其他
管理措施,积极配合开展公共卫生、文明创
建、志愿服务等活动；

(五)依法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加强对物
业服务区域安全巡查,发现有安全风险隐
患的,及时设置警示标志,应当采取措施排
除隐患或者向业主委员会、街道办事处、乡
镇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报告；

(六)对违反有关治安、规划、环保、消防
等法律法规的行为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劝
阻、制止，经劝阻、制止无效的，向业主委员
会、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
报告并协助处理；

(七)对业主、物业使用人违反临时管理
规约、管理规约的行为进行劝阻、制止,并
及时向业主委员会报告；

(八)配合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相关部门做好社区管理
工作。

（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事
项。

第四十四条 物业服务人应当在物业
服务区域内显著位置设置固定的物业服务
信息公示栏或者通过其他合理方式向业主
公示以下信息：

（一）物业服务人及项目负责人的基本
情况、联系方式，物业服务二十四小时值班
电话；

（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
服务等级标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
方式等；

（三）物业服务合同没有约定的收费服
务项目、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

（四）电梯、消防、监控、门禁等共用设
施设备保养单位的名称、资质、联系方式、
应急处置方案等；

（五）小区内道路、照明、绿化、排水、环
境卫生等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属于业
主公摊、物业服务人代管性质的运行费用
收支情况；

（六）物业服务人经业主委员会授权利
用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经营所得收
益、分配及使用情况；

（七）供电、供水、供热、供气、通信等专
业经营单位的报修服务电话等；

（八）住建、市场监管、城市管理、自然
资源规划、公安、消防等部门及街道办事
处、乡镇人民政府联系方式；

（九）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公示的其他
信息。

业主、物业使用人对公示内容有异议
的，物业服务人应当及时答复。

第四十五条 物业服务人不得有下列
行为：

（一）擅自改变物业服务用房的性质和
用途；

（二）擅自改变、占用共用部位、共用设
施设备，损害业主共同利益；

（三）擅自利用或者许可他人利用共用
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从事经营活动；

（四）物业服务合同解除或者终止时，
拒不退出或者不按照规定移交物业服务用
房和有关财物、资料；

（五）通过限制、中断供水、供电、供热、
燃气或者利用门禁、电梯控制系统限制业
主出入等方式损害业主合法权益；

（六）泄露业主信息；
（七）骚扰、恐吓、威胁、暴力侵害业主、

业主委员会成员；

（八）其他损害业主权益的情形。
第四十六条 已经解聘的物业服务人

拒不退出或者拒绝移交资料的，由街道办
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召开物业管理联席会
议协调解决，同时报告县（市、区）物业主管
部门。

破坏共用设施设备，隐匿、损毁设施设
备资料等损害业主利益的，由公安机关依
法处理。

第四十七条 业主、物业使用人应当根
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按时交纳物业服务
费用，拒绝交纳的应当提交书面说明，物业
服务人应当与业主、物业使用人协商解
决。物业产权转移时，业主应当结清物业
服务费。

业主、物业使用人无故拒绝交纳物业
服务费的，物业服务人可以通过书面催交、
在物业服务区域显著位置公示、申请仲裁、
提起诉讼等形式督促业主限期交纳，维护
物业服务人合法权益。

第四十八条 鼓励有条件的物业服务
人向养老、托幼、家政、文化、健康、房屋经
纪等领域延伸,满足居民多样化生活需求,
提供各类为民服务。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九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应当建立完善物业管理工作体系，推进物
业管理融入基层综合治理，提高物业管理
水平。

第五十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物业管理活动的指
导、监督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指导县(市、区)物业主管部门开展
物业管理工作；

(二)制定临时管理规约、管理规约等示
范文本；

(三)会同相关部门制定物业服务合同
示范文本、物业服务质量评价办法、承接查
验管理办法、物业招投标管理等相关管理
制度；

(四)建立全市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
提供信息查询、服务质量评价、电子投票、
信用监管和物业招投标管理等服务；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县(市、区)物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履行
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物业管理相关政策和制
度，制定物业管理具体实施办法；

(二)指导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开
展物业管理相关工作；

(三)监督管理专项维修资金的筹集和
使用；

(四)监督管理物业承接查验活动；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五十一条 各相关部门依照相关法

律、法规履行下列职责：
（一）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制订和调整涉

及物业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收费相关标
准；

(二)城市管理部门负责依法监督管理
和查处擅自搭建、改变建筑外观，违规私
搭乱建、乱堆乱放；架设电力、通讯等各
类管线，安装空调、太阳能热水器等不符
合城镇容貌标准;废弃管线、箱体未及时
拆除;楼道、单元门张贴广告清理不及
时、管理不到位；不按规定投放垃圾、倾
倒污水；破坏或侵占居住区公共绿地，占
用绿地违规停放车辆；城区内违规饲养家
禽家畜;未及时补装、更换井盖、雨篦设
施等行为；

(三)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依法监督管理
和查处擅自对物业使用人停电、停水或不
予充值变相停电、停水，违反规定加价收取
电费、水费；电梯等特种设备使用未登记备
案、未定期检验检测，出现问题未及时解
决、影响业主正常使用，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物业服务人未将物业服务内容及标准、

收费项目及标准、公共部位收益收支情况
等信息在物业服务区域显著位置公示;未
按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标准提供服务，擅
自提高收费标准、增加收费项目、强制收费
等行为；

(四)应急（消防）部门负责依法监督管
理和查处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
出口、消防通道，私拉乱接充电线等存在消
防安全隐患的行为;

（五）公安机关负责物业服务区域内的
治安管理，依法查处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未
经备案养犬违规违规养烈犬，犬吠扰民、未
有效约束犬只；违规存放有毒、易燃易爆物
品；高空抛物；对物业服务人和秩序维护人
员的安全防范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对物业
服务区域内的社会治安、流动人口进行监
督管理，依法查处聚众赌博、涉黄、涉毒、恐
吓、传销、盗热、盗电、盗气、盗水等违法犯
罪行为；

(六)自然资源规划部门负责依法监督
管理擅自占用共有道路、绿地建设，擅自改
变建筑外立面、在非承重外墙上开(改)门、
窗等行为；

（七）民政部门负责指导街道办事处、
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业主大会、业主委
员会的成立、换届、选举，制定业主大会议
事规则等工作；

（八）司法部门负责指导社区居委会组
织开展物业服务区域内矛盾纠纷的行政调
解和人民调解等活动；

其他相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
物业管理相关工作。

第五十二条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
府应当组织成立物业管理机构，配备人员，
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落实物业管理方面的法律、
法规、政策，促进辖区内物业管理活动规
范、有序开展；

（二）组织建立（联合建立）党的基层组
织，以党建为引领，深入推进物业管理融入
基层社会治理，开展物业管理活动；

（三）协助县（市、区）物业主管部门依
照规定划定、调整物业服务区域；

（四）组织召开首次业主大会会议并
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指导本辖区物业
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换
届选举工作，监督业主委员会依法履行职
责；

（五）监督物业的查验、移交，监督、指
导物业服务人依法、依约开展物业服务；

（六）组织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
（七）召集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建立物

业纠纷投诉调解机制，调处物业管理纠
纷；

（八）组织、指导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
人开展公共卫生管理、文明城市创建等社
会管理活动。

（九）对未按规划建设物业服务用房、
其他配套建筑，或者物业服务用房、其他配
套建筑设施存在质量问题的，提请有关部
门责令建设单位整改；

（十）对辖区物业服务工作进行督促、
检查，协助县（市、区）物业主管部门做好对
物业服务人动态管理工作；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五十三条 社区居民委员会在街道

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指导下开展下列工
作:

（一）协助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指导、监督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及
业主自治工作；

（二）协调解决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
人之间的矛盾，化解物业管理纠纷；

（三）支持业主委员会维护业主权益，
反映业主诉求；

（四）组织开展对物业服务人进行物业
服务质量的考核、评价；

（五）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人开
展政府应急工作；

(六)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指派的
与物业管理相关的其他事项；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
责。

第五十四条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
府应当建立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制度。

物业管理联席会议由街道办事处、乡
镇人民政府召集，业主委员会、社区居民委
员会、物业主管部门、物业管理相关部门、
物业服务人、专业经营单位等方面的代表
参加。

联席会议主要解决下列事项：
（一）业主委员会成员和有关部门不依

法履行职责；
（二）物业服务人在履行退出程序以及

交接工作中出现的障碍；
（三）物业服务区域内发生的突发事件

及物业纠纷；
（四）物业管理与社区管理的衔接和配

合；
（五）需要协调的其他物业管理事项。
第五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

物业管理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投诉、举
报。

有关单位在接到投诉、举报后应当进
行登记，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内的事项，
应当及时受理，并在五个工作日内予以
回复。不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内的事
项，应当及时移交处理。对管辖有异议
的，由物业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指定
管辖。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六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
为，法律、法规已经作出处罚规定的，从其
规定；法律、法规未作出规定的，按照本条
例执行。

第五十七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第
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擅自将物业服务用房
挪作他用的，由县（市、区）物业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八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第
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物业服务人违反
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未向所在地县、（市、
区）物业主管部门备案的，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由物业主管部门处以一千
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九条 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物
业服务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
一项至第八项规定的，由县（市、区）物业主
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管理部门予以警告，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二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罚款；给其他业主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六十条 物业服务人违反第三十一
条第二款规定超过收费标准收费的，由市
场监管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

第六十一条 物业服务人违反本条例
第四十五条第五项规定的，由市场监管部
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二条 物业服务人违反本条例
第四十六第一款的规定拒不退出或者拒绝
移交资料的，由县（市、区）物业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三条 物业主管部门、街道办事
处、乡镇人民政府和其他物业管理相关部
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物业管理工作中存在玩
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行为的，按照
有关规定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四条 本条例自XX年X月X
日起施行。

滨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滨州安全生产异地执法检查调度表
（4月21日至5月3日）

滨州睿迪教育学校，(信用代
码52371600MJE9963243)经理
事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管理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已经成
立，清算组由郭建敏负责。请债

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滨州睿迪教育学校
2022年5月5日

清算公告

受相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
5月12日上午10时通过中拍平台对以下标
的进行公开拍卖。

设备及配电物资一宗：包含数控液压
剪扳机、数控电液同步折弯机、电缆、电力
配件等，具体实物以现场看样为准。参考
价120万元，竞买保证金25万元。

有意竞买者请于公告之日起至2022
年5月11日17时前将规定数额的竞买保
证金存入以下账户（户名：山东黄河口拍卖
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邹平支行，账号：9370 0001

0054 6488 91）以到账为准。并于2022年
5月11日17时前持有效身份证件及汇
款凭证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不
成交保证金无息退回）。

展示及报名时间：公告之日至2022
年 5月 11日 16时前（以保证金到账为
准），现场看样及报名时需遵循本市防疫政
策规定，携带身份证、健康码、行程卡以及
48小时内核酸检测报告。

联系电话：18769664813刘经理
公司网址:http://www.hhkpm.com
拍卖平台：http://paimai.caa123.

org.cn/
山东黄河口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5月5日

拍卖公告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遗失声明

滨州睿迪教育学校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本丢失，代码：39964692-9,特此声明。

滨州市沾化区乐派网吧公章丢失，
编号:3723250014690,声明作废，且
寻回后不再使用。

邹平瑞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东盟
FORM E原产地证书丢失，证书流水号

2030291370，声明作废。
马涛与陈炳路签订的租赁合同壹份

丢失，签订日期2020年8月25号，房屋
租赁证明号:200825005，声明作废。

滨州市滨城区滨北街道赵集社区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丢 失 ，核 准 号 ：
J4660003964301，声明作废。

邹平泓森物流有限公司鲁MR558
挂(黄牌)车辆道路运输证丢失,证号:
371626316061，声明作废。

检查组

第4组（惠民）

第1组（滨城）

第8组（市属开发区）

第3组（邹平）

第2组（沾化）

第6组（无棣）

第7组（博兴）

第5组（阳信）

合 计

开发区

高新区

北海

组长

杨龙龙

刘亚楠

常海霞

邵海龙

宋格林

李振广

池建强

闫亮亮

检查企业数量家

19

19

21

0

0

18

19

19

19

17

151

发现问题
数量项

223

219

159

0

0

161

154

172

243

100

1431

拟立案处罚企业数

15

14

14

0

0

13

12

12

11

10

101

拟立案违法行为数

31

26

20

0

0

18

33

15

30

18

191

根据《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暨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集中攻坚决战行动方案》要求，4 月 21
日至 5 月 31 日，我市开展了安全生产异地执
法检查。市应急管理局抽调精干执法人员成

立了 8 个执法检查组深入到各县市区，聚焦危
险化学品、非煤矿山、冶金等工贸和有限空间
领域，突出易发生事故的关键部位、薄弱环
节，紧盯要害岗位、重点设施，力求查出深层

次问题和重大事故隐患。对异地执法检查出
的问题，各县市区将严格按照整改责任、措
施、资金、时限、预案“五到位”要求逐项销号，
实行闭环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