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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热线 7

因纠纷拖欠热费 包头铂金公寓业主担心停暖
文/本报记者 杨晓红

“我们铂金公寓的取
暖费和物业费一直都是捆
绑式交到物业公司的。去
年由于物业公司没有把收
取业主的取暖费交到供热
公司，导致产生了十多万
元的欠费，还因此被多次
停暖。今年又有好多业主
不交物业费，导致物业公
司贴出要撤出小区的通
知，缴了费的业主很担
心。”12月13日，包头市铂
金公寓业主张女士焦虑地
对记者说。

物业捆绑收费

当天，记者来到铂金
公寓一楼大厅，手摸暖气
是热的，公寓楼目前处在
正常供暖状态。

业主张女士告诉记
者，公寓物业服务以及暖
气费的缴纳问题，从去年
开始已经让很多业主心烦
意乱。

据了解，从2007年公
寓交房至2017年间，铂金
公寓的暖气费和物业费一
直都以捆绑的方式，由内
蒙古宇馨物业有限公司代
为收取。在此期间，业主也

与物业公司之间摩擦不
断。直至去年，由于物业公
司没有及时把业主缴纳的
暖气费交到供热公司，导
致去年供暖期间小区因欠
费被供热公司多次停暖。
同时在今冬供热之初，小
区还面临以前十多万元的
热费本金及滞纳金的欠
款。

今年10月份，因为欠
费的问题小区的供热管网
在供热启动前一周时仍处
于断网状态，当时小区居
民曾找到供热公司及相关
部门，希望能把今年的暖
气费直接交到供热公司。
同时，由于对物业服务的
不满，当时不少业主已提
出拒缴今年物业费的要
求。

然而，由于当时小区
的供热管网尚未移交热力
公司维护，除了需要提交
小区住户详细的供热面积
等相关手续，为业主开设
独立的缴费账户外，谁来
在移交前为一笔数目不小
的管网维护费“买单”成了
头等难题。因此今年供热
之初，尽管小区住户的独
立交费意愿强烈，但最终

没能实现。
张女士对记者说：“今

年公寓只有少部分业主将
暖气费连带被捆绑的物业
费交到物业公司，其余业
主都没有交费，持观望态
度。”

据了解，当时经过多
方努力，最终物业公司在
供热之初及时缴纳了欠
款，供热公司也考虑到居
民的供热需求，在未收取
本年度取暖费的情况下给
予及时供暖。

物业欲撤出小区

在12月初，业主突然
看到物业贴出“致业主书”
的通知要退出该小区。这
让业主们手足无措。

当天，记者在公寓楼
里张贴的通知上看到：铂
金公寓业主，鉴于公寓
2018年至2019年度的物业
费及取暖费无法收取，我
公司（内蒙古宇馨物业有
限公司）面临严重亏损，而
无法继续提供相关服务。
定于2018年12月3日撤出
公寓现场，我公司以发函
的形式告知供热公司及街

道办事处，同时，将办公室
钥匙及相关设施设备等以
邮寄方式转交给前进道办
事处。

业主介绍，小区热力
站在12月4日也贴出通告，
由 于 公 寓 物 业 未 缴 纳
2018-2019采暖期供热费，
热力公司将在12月5日停
止对该小区的供热。看到
通知后，部分业主表示自
己都已经缴纳了2019年度
的物业费，如若停暖他们
怎么办。

包头市昆区前进道办
事处党工委副书记陆永东
告诉记者，由于物业公司
目前还涉及费用交接以及
其他程序的问题，因此对
于物业公司移交的办公室
钥匙等居委会并未接收。

陆永东介绍，铂金公
寓捆绑收费引发的问题由
来已久。由于该公寓的开
发商以及物业在供暖的10
余年间始终未办理管网移
交，因此取暖费的收取只
能依据全公寓的总面积，
并按照一个账户进行收
取，这也是该物业捆绑收
费的原因所在。铂金公寓
现有166户居民，10户商业

底店，公寓的物业费按照
每平米1.5元进行收费，而
收费情况不容乐观。今年
只有54户业主缴纳了物业
费，三分之二的业主没有
缴费，部分业主对公寓的
物业不满意，不按时缴纳
公寓的物业费，导致物业
公司无法正常运营。

缴费就保证供热

在采访中，记者看到
有工作人员在公寓楼里贴
出包头市热力总公司贴出
的新通知：铂金公寓住户,
由于物业自身的问题，今
年未交供热费的用户，现
有包头市热力总公司供热
二公司钢28热力站代收！
之前缴纳热费的用户，请
把缴纳热费的凭证和复印
件拿到热力站，进行核对
登记，留底。同时，需要全
部用户把房产证原件与复
印件，拿到热力站核对面
积，望相互转告。

对此，包头市热力总
公司供热二公司负责收费
的吴经理告诉记者，关于
铂金公寓今年的供热暂时
由他们接管。针对铂金公

寓的特殊情况，他们让之
前缴纳今年热费的用户进
行核对登记，对今年没有
缴纳热费的业主，需要用
户把房产证原件与复印
件，拿到热力站核对面积
缴纳热费。

吴经理表示，他们只
负责供热，只要业主将今
年的热费交上来，他们能
够保证今年的供暖。他们
也已经与业主们进行了协
商，对于今后的热费他们
可以单独收取，但是关于
二次管网维护的费用依然
由接管的物业公司进行维
护，具体情况还有待协商。

陆永东表示，他们正
在积极协调业主们成立业
主委员会，同时也与物业
公司进行了沟通，物业公
司会将这些年的所有支出
向业主进行公示。同时，物
业公司表示，如若能与业
主委员会达成共识，他们
依然愿意继续为该公寓服
务。如若无法达成共识，办
事处将用法律途径解决问
题。关于业主们最担心的
今年公寓供暖问题，他们
会积极协调，应该不会终
止。

新报热线（记者 高志

华）“我在慧谷蓝庭四期
买的大车位，刚开始用两
个多月，就有人把车位原
有划线铲除，要将大车位
改为小车位。还好我发现
的及时，对方没有改线成
功。可是事发十多天了，开
发商和物业没有人承认是
他们干的，也不给我的车
位恢复原貌……”12月17
日，慧谷蓝庭业主郝先生
向本报反映。

据郝先生介绍，2016
年9月，他购买了慧谷蓝庭
四期的住宅。2017年初，销
售顾问通知他提前预付
3000元可获得选取车位的
资格，并给予优惠，于是他
按照对方的要求缴纳了预
付款。2017年3月25日，天
还没亮，郝先生就顶着大
风在慧谷蓝庭售楼部排队
等待认购车位。当时显示
车位有六种类型，每种类
型车位的销售价格也不
同，郝先生选择了标价为
14万元的大车位。因提前
预付了定金有优惠，郝先

生最终以12.5万元的价格
购得地下车库车位号为
J110的大车位。今年9月28
日，房子交工，郝先生与开
发商签订了交付合同，并
支付了相关费用。同时与
小区物业公司———呼和浩
特市慧谷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慧谷物业）签
订了地下停车场车位物业
服务协议。12月4日下午，
郝先生到地下车库停车
时，看到正有两个陌生人
在拔他车位上的止轮器，
车位西边的线已被铲掉。
郝先生上前问询得知，这
两个人要将J110大车位改
为标准车位，也就是售价
为10.5万元的小车位。郝先
生当时就向物业和开发商
反映了此事，可是开发商
和物业均称不知情。

记者在郝先生的车位
处看到，他所说的大车位
就是比地下停车场的其他
车位宽，J110车位在车位西
边的划线已经被铲除，但
原划线痕迹清晰可见。而
在车位不远处地下车库的

墙上挂着的慧谷蓝庭地下
车库导向图也标明了J110
车位位于两个柱子中间，
两根柱子间2个大车位正
好相当于3个标准车位的
宽度。

那么，是谁要给J110车
位做瘦身“手术”呢？慧谷
物业一位负责人告诉记
者，郝先生的车位划线不
是他们铲的，物业只负责
地下车库的照明、卫生及
日常维护。如果想弄清划
线是谁铲的，得到开发商
那里去了解情况。

在慧谷蓝庭售楼部，
工作人员让记者找客户服
务部了解此事。在客户服
务部，工作人员说J110车位
划线被铲他们不知道情
况，但所有车位都是按购
车协议（此协议只有开发
商有一份）来执行。郝先生
来到客户服务部，工作人
员找出了他当时签字的
《购买车位协议》，协议其
中一条规定：“车位大小，
以接收车位时的实际划线
为准。”

新报热线（记者 张

巧珍 实习生 段 心）

呼和浩特市的尤女士在
海西路的五金楼下开着
一家服装店，让她闹心的
是，最近不知道怎么回
事，楼上每天滴滴答答
往下流水，时间长了，进
出店门的台阶上积了厚
厚一层冰，晚上稍不注
意就会滑倒。“前几天晚
上，有位顾客在这里就
滑了一跤，太危险了！希
望有关部门管一管，以
免发生意外。”12月17日
下午，尤女士给本报打
来热线反映。

记者赶到海西路五
金楼采访，看到楼下的两
层台阶每隔几米就堆积
着厚厚的冰层，在尤女
士店门下面站了一会，
仍然看到有水通过楼上
的保温层不断渗透下
来。“原来以为是六楼业
主的太阳能热水器坏
了，去楼上问过住户，对
方称并没有发生跑水的
故障。”尤女士对记者

说。五金楼下一家蛋糕
店的工作人员也表示，
这样的情况大概持续了
半个多月了，每到中午天
气暖和起来，水就滴得特
别厉害，也不知道这些水
究竟从哪儿来的。

回民区海拉尔西路
街道办事处海西路社区
居委会主任图孟告诉记

者：“接到居民的反映
后，我们也曾到五金楼
上的住户摸排调查过，
但并没有找到漏水点。
初步估计是供暖季开始
后，管道热胀冷缩导致
接缝处出现漏水现象。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联系
供热办，争取尽快帮助商
户解决此事。”

谁在给郝先生的车位“瘦身”？ 海西路五金楼下滴水成冰，咋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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