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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热线 5

新报热线（记者 张

巧珍） 1月17日，内蒙古
疾控小区的多名业主向本
报反映，小区原有的电动
伸缩门禁系统在2018年11
月突然更换成蓝牙门禁系
统，并且从今年1月15日开
始，物业公司在未张贴任
何通知也未与业主商量的
情况下，向业主强制收取
120元的门禁系统维护费，
否则禁止业主车辆进入，
导致不少业主有家不能
回。

1月17日上午，记者来
到位于呼和浩特市鄂尔多
斯大街的内蒙疾控小区采
访。记者了解到，内蒙古疾
控小区一共3栋楼，住着
124户居民。前几年，小区
一直实行的是居民自治管
理，由几位业主牵头负责
收取管理费，招聘打扫卫

生的保洁员，规划停车位，
并安装了电动伸缩门禁系
统。有车的业主还曾花80
元配备过一把钥匙。据居
民反映，小区在自治管理
期间环境还算整洁，车辆
停放有序，也并未发生过
大的矛盾。所有的改变都
是从2017年老旧小区改
造开始。目前负责小区物
业的内蒙古晟泰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便是2017年
老旧小区改造后由政府
引进的，而物业公司此前
并未与业主签订过物业合
同。

“原本的电动伸缩门
禁系统还能使用，为什么
要更换成蓝牙门禁系统？
还以此为由要求业主每年
交120元系统维护费，这个
收费有什么依据？”小区的
业主杨先生告诉记者，因

为很多业主对收费存有
异议没有缴费，车辆便被
阻隔在小区之外了。不止
如此，目前0.7元的物业
费也远远高出了小区自
治管理时交纳的费用，服
务却与以前相比并无差
别，仅限于垃圾清理和保
安门禁。

当日上午，记者就此
事采访了内蒙古晟泰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经理曹雨
轩。她承认，在制定物业费
和门禁系统维护费的收费
标准时，因为太忙疏于管
理，确实没有与业主进行
沟通协商。不过，曹雨轩否
认了居民关于“原有门禁
系统完好”的说法。“小区
原有的伸缩门禁系统失
灵，要么打开关不上，要么
关上打不开，最下面的轱
辘也磨损严重，有些零件

配不上。而小区原有车位
只有50个，外来车辆进
来，小区业主的车就更没
有位置停放了。所以，为
了更好的管理小区，才安
装了新的蓝牙门禁识别
系统。至于业主原本配备
过电动伸缩门钥匙一事，
我不清楚，也从未见业主
使用过。”

记者随后又来到负责
老旧小区改造的玉泉区社
区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
朱宁表示，他们只负责疾
控小区的前期改造，改造
完成后物业公司的招标进
驻，则是由玉泉区兴隆巷
街道办事处负责。而疾控
小区的蓝牙识别系统是今
年政府为打造智慧社区统
一免费安装的。

玉泉区兴隆巷街道办
事处物业办主任党西文接

受记者采访时坦言，疾控
小区收取120元门禁系统
维护费曾和办事处报备
过，有旧的门禁钥匙的业
主可以拿着钥匙去物业公
司折旧抵扣，补交40元差
价办理相关手续。关于不
缴费不让业主车辆进入小
区的做法肯定是不对的，
物业办会尽快与物业公司
沟通解决。

针对业主与物业之间
的矛盾，呼和浩特市玉泉
区物业办一位姓宋的工作
人员支招，业主可以在玉
泉区物业办的指导下成立
业主委员会，由业主委员
会出面“罢免”不满意的物
业公司，再重新引进价格
和服务更为合理的物业公
司。

“根据《物业管理条
例》第四十条的相关规定，

物业公司收取物业费应当
与其提供的服务水平相适
应，且该权利义务内容需
约定在物业服务合同中，
而非物业公司私自主张。”
1月18日，北京市盈科（呼
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吴银
花律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改造老旧小区，政府免
费安装蓝牙门禁识别系
统，旨在为小区居民提供
便利条件，从而更好的为
居民服务，而并非加重居
民负担，物业公司私自收
取门禁识别系统维护费的
行为违反了政府为小区安
装系统的初衷。此外，物业
公司没有与业主签订合法
有效的物业服务合同，导
致对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
不明确，故物业公司收取
上述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
依据。

新报热线（记者 范亚

康） 1月17日，读者侯文
清向记者反映，1月1日，他
哥哥侯树清在内蒙古京泰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蓝巢运
维项目部（以下简称项目
部）上班时发生意外，致使
颅内出血。

事情过去十几天了，
项目部只是派人过来看看
情况，没有垫付一分钱医
药费。目前，侯树清急需进
行开颅手术，面对20多万
元的手术费，家里人也没
有了办法。

侯文清告诉记者，侯
树清是几个月前去项目部
打工的，工种是捅煤工。

出事当天，侯树清上的是
夜班（从2018年12月31日
晚到2019年1月1日早）。1
月1日凌晨3点左右，和侯
树清一起当班的工友发
现侯树清不些神志不清，
随即将他扶到休息室休
息。1月2日下午，项目部
工作人员发现侯树清情
况不对，于是马上通知他
的家属。当日下午，项目
部工作人员和家属将侯树
清送到了准格尔旗中心医
院。

让侯文清没有想到的
是，侯树清居然被诊断为
外伤造成的颅内出血。“现
在我哥哥时而清醒，时而

糊涂，据他说，在上班的
时候，他的头部不知道被
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就
造成了现在这种情况。”
侯文清告诉记者，事情过
去十几天了，项目部只是
派人过来看了看情况，没
有垫付一分钱医药费。住
院这段时间以来，家人东
拼西凑了3万多元医药
费。现在医院方面建议候
树清进行开颅手术，手术
费需要20多万元，家里人
很犯愁。

1月17日，记者在准格
尔中心医院见到了侯树
清，躺在病床上的侯树清
几乎处于意识不清醒的

状态。问起当天的情况，
他也只记得上班时头部
被东西碰了一下，其他记
不清楚了。随后，记者从
医院了解到，侯树清的初
步诊断为，双额叶及左颞
叶出血破入脑室系统，蛛
网膜下腔出血，右前臂软
组织损伤。

1月18日，记者就此
事采访了内蒙古京泰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蓝巢运
维项目部蒋经理。他告
诉记者，侯树清看病期
间产生的医药费用，家
属 可 以 通 过 仲 裁 等 法
律 手 段向该公司进行索
赔。

新报热线（首席记者

张弓长）连日来，不断
有读者向本报反映，乌兰
察布市京师华府项目在
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的情况下，公开违规
售房。对此，本报记者进
行了调查采访。

京师华府是一处尚
未建设完毕的商品住宅
项目，该项目位于集宁区
北师大集宁附中西侧。1
月21日下午，记者来到京
师华府时看到，售楼部外
面没有安装牌匾，只是写

着“顶账房销售处”几个
大字。不过，屋子里面完
全具备了售楼部的各项
功能, 售楼员也在不断地
接待购房者。

当记者走进售楼部
时，售楼员领着记者先看
了楼盘沙盘，并告知该项
目现有4栋和两栋准高层
正在销售。购房者如果是
以办理按揭贷款的方式
购房，每平方米售价为
4500元左右。如果能够全
额支付现金，也可以通过
售楼部购买顶账房，每平

方米售价为4000元左右。
在售楼部，记者经过仔细
观察，也没有找到售楼部
必须依法在明显位置公
开出示的“五证”,即《国有
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
施工许可证》和《商品房
预售许可证》。

记者问及该项目是
否手续齐全时，售楼员告
知正是因为目前还没有
取得 《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所以才在外面挂了

个“销售顶账房”的条幅。
记者又问监管部门是否
经常来查时，售楼员说现
在很多手续不全的项目
都也都在售房。购房者如
果是选择以按揭贷款的
方式购房，目前只能先签
订一份购房协议，等“五
证”完备后才可以办理贷
款手续。

记者注意到，京师华
府工地内的一处宣传栏
上标明，该项目建设单位
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登喜
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这些小区的暖气
咋又不热了？

新报热线（记者 汤 军） 1月20日一大早，
通辽市科尔沁区部分小区的居民感觉到，家中的
温度较平时下降了好几摄氏度，体感已经达到了
寒冷的程度。阿卡迪亚小区的居民李女士打来热
线电话说：“我家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感觉到温度
下降了，今天早上室内温度已经不到摄氏20度
了。”

10时左右，记者来到阿卡迪亚小区24号楼李
女士家采访。记者看到南面有阳光的房屋内，温
度计显示室内温度20摄氏度，北侧没有阳光的卧
室温度将近16摄氏度。“2018年冬季的供暖除了
有几天供热公司设备坏了感觉到很冷以外，大部
分时间的供暖还是很不错的，比上一年要强很
多。我们这些居民遇到一起，还都夸供热好了，每
天下班回到家了，一开门，就能感觉到屋里的暖
气温度热乎乎的扑脸，可昨天晚上回家，感觉就
不一样了，进屋不但没有了温暖的感觉，甚至感
到有些冷，伸手摸摸地热阀门，只有一点温度，晚
上睡觉都感觉冻肩膀，盖上厚被子都冷。”李女士
说。

记者又随机在阿卡迪亚小区采访了几户居
民，他们都反映室内温度一夜之间掉下来了，屋
里感觉到很冷。26号楼一位居民向记者抱怨，由
于他家暖气温度一直很低，今天室内温度更是只
有摄氏十几度，他都打算卖掉这个房子，换一个
供暖好一点的小区居住了。

记者拨打了通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服务热
线961658，服务人员告诉记者，她接到的通知是
负责供热的中电投通辽盛发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从1月20日起，对供热参数进行调整，调整期间，
这个公司供热源范围内的住宅小区供热温度将
受到影响，大概需要2至3天的时间才能逐渐恢复
正常供热温度。

晟泰物业为什么收取门禁维护费？

工作中发生意外，侯树清没钱看病了！

京师华府：五证不全违规售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