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交采暖费吗？

先交10个月物业费！
一小区居民遭遇物业捆绑收费，供热部门称可投诉
本报记者 师文静

居民】

不交物业费

只因对服务不满

20日，山景明珠花园6号楼的崔

女士向本报“问暖热线”反映，她在交

纳本年度的采暖费时遭到了物业的

拒绝，去了好几次都没能交上。

“物业通知最迟19日交采暖费，

采暖费可以让物业代交，也可以让物

业开单据自己到银行交，但是我昨天

去交采暖费，却被告知必须先交近10

个月的物业费才行。”

同住山景明珠花园的一位朱姓

居民也表示，物业拒收他的采暖费，

就是因为他从1月到10月的物业费
还没有结清。“物业称不交物业费就

不给代交采暖费，我们又没有单独的

账户，如果真交不上这个冬天就没法
取暖了。”

朱先生表示，物业费是物业费，

采暖费是采暖费，物业这样捆绑在一

起收取不太合理。再说小区部分居民

不交纳物业费是有原因的，并不是无
理取闹。

崔女士告诉记者，6号楼按时交

房，今年1月起开始收取物业费。当时

小区内的环境还没有完全好起来，小

区内不但有工地施工，很多建筑垃圾

也没有清理干净。到现在为止，小区

的大门都没有建好，物业一开始就按

照封闭式小区收费，很不合理。

朱先生也表示，小区内的楼房到

现在连个楼号都没有，地下室倒灌雨

水的情况也没有改变。物业的服务没

搞好，就让业主交纳物业费实在是不

合理，现在又将物业费和取暖费捆绑

在一起，逼着业主交费，这种做法让

人无法接受。

物业】

拖欠费用太多

捆绑收取实属无奈

负责该小区物业的昌隆物业管
理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物业的确是

要求业主补齐拖欠的物业费后才能交

纳采暖费。这是因为小区内业主拖欠

物业费很多，物业长期受此拖累，实在

是不堪重负，这样做实属无奈。

“这个小区的业主已经入住几年

了，物业费是从今年1月份才开始收

取的。物业公司有这么多员工在小区

内劳动，运转起来也需要资金，业主长

期拖欠物业费实在让物业很没辙。”

上述负责人表示，确实有业主反
映对小区内的环境和其他设施不太

满意，主要是小区临河的东门还没有

修建好，市民出行不太方便。也有反
映小区内卫生状况不好的，但是这些
都在改进中。现在的小区已经基本成

熟了，看起来也不错，再说物业费已
经降到按公司规定的七折收取，不知

道业主为什么还是不支持。

此外，小区物业表示，由于有的

住户可能今冬并不需要供暖，所以他

们还不掌握有多少住户没交采暖费，

不过，交费时间已经向后延了，20日

仍可继续交纳。

供热办】

收费不得捆绑

居民可打12319投诉

对于物业费与采暖费一并收取

的情况，济南热电的工作人员表示，

现在通常是由供热企业与物业签订

代收协议，小区的采暖费由物业公司

或者住户所在单位统一代收。对于物
业公司捆绑收费的情况，供热公司认

为是不合理的，但又不好出面协调。

济南市供热办有关人士告诉记

者，省城去年就重申过采暖费不得和

物业费捆绑，应该单独收取。如果出

现捆绑收费的情况，居民可拨打电话
12319进行投诉。

暖气继续报停

手续得重新办理

20日，本报“问暖热
线”接到的市民咨询，仍
以新入住小区能否正常
供暖居多，也有市民打来
电话，询问暖气报停需办
理什么手续。

“我是刘长山附近小
区的居民，去年报停了，

今年仍不使用，应该怎么

处理？”20日，市民燕女士
打来电话，询问停热问
题。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
解到，暖气报停的效力只
针对当年的采暖季，若第
二年继续不使用，则需重
新办理停热手续，否则不
视为报停。而如果不办理
报停手续，也不交纳采暖
费，连续几年之后，则有
可能被销户。

据介绍，居民用户
若需要报停，一般应于

当年供热前向供热单位
书面提出停热申请，经
供热单位审核同意后，

办理停热手续，并由供
热企业报市供热办备
案。关于具体的报停时
间和手续，居民用户可
向相关的供热公司咨
询。用户所在小区若使
用自管站，也可与相关
物业公司联系。

另外，根据规定，具
备分户控制的单户居民

用户，在办理停热手续时
还应向供热单位交纳不
超过该户总热费15%的热
网运行成本费，也就是俗
称的报停费。

而如果居民上一采
暖季办理了停热手续，今
年想恢复供热，应于规定
时间内交纳采暖费。

本报记者 赵丽

新生活家园小区

37、38号楼正常供暖

新生活家园小区37、

38号楼的几位住户打来
电话询问今冬能否正常
供暖。记者了解到，该小
区在20日下午已贴出供
暖试水通知，今冬可正常
供暖。

20日上午，新生活家
园37号楼的宋先生打来
电话表示，由于物业公司
一直没有明确告知，小区
37、38号楼内的百余住户
不知道今冬能否正常供
暖。虽然小区内的其他住
宅楼都已经贴出了试水
时间，并交纳了采暖费，

但是自己所住的37号楼
却迟迟没有动静。宋先生

还听说所住楼的管道有
问题，可能影响今冬供
暖，这更加剧了他的紧张
感。

20日中午，记者来到
新生活家园，小区物业告
诉记者，上午刚与东新热
电协商过，已经确定了供
暖事宜，下午就张贴试水
通知，本周六即可打压
试水。物业工作人员表
示，之所以不敢明确告
知住户具体的打压、试
水时间，就是因为入住
率问题一直没有与热电
厂协商好，耽误了一些
时间。

本报记者 师文静

阳台、阁楼、假层

采暖费咋收取

20日，多位市民给本
报“问暖热线”打来电话，

咨询供暖面积的计算及
费用收取问题。

“我家阳台上没有安
装暖气片，这块面积还要

收取采暖费吗？”20日，市
民张先生打来电话提出
了这一疑问。而针对假
层、阁楼等处的采暖费如
何收取，也有数位市民打
来电话咨询。

记者从相关部门得
到答复，按照有关规定，

阳台采暖费收取标准分
为三种情况：如果是封闭
式阳台，且安装了供热设
施，则按全部面积计算收
取供热费；如果是封闭式
阳台，未安装供热设施，

按50%计算收取供热费；

未封闭的阳台不收费。

而阁楼、假层供热费
的收取标准是：阁楼和假
层安装供热设施的按全
部面积计算收取供热费，

未安装供热设施的不收
费。 本报记者 赵丽

阳光舜城采暖费

仍按供热面积收

市民彭女士打来电
话，询问阳光舜城小区今
年的采暖费是按流量收
还是按供热面积收。

记者联系了济南热电
67812319热线，得到的答复
是，本采暖季该小区仍按
供热面积收取采暖费。

市民孙先生询问：保

利芙蓉花园今年可否供
暖？

记者从济南热力有
限公司开发办公室获悉，

该小区的暖气开户协议

已经签订，小区居民可向
物业或开发商咨询其他
手续办理情况。

本报记者 赵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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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供暖管道加紧施工 供热公司称其还没开户

200户居民取暖很纠结
本报10月20日讯(记者

师文静) 19日，清河园小区

的居民拨打本报“问暖热线”

表示，由于物业和供热公司各

有说法，小区内200户居民今

冬供暖的问题至今仍无着落，

不少期盼供暖的居民现在很

纠结。

家住清河园小区的杨女

士打来电话表示，小区物业从

1月份就开始通知住户交纳集

体供暖开户费和暖气管道安

装费，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了九

个多月，听说手续还没办下

来。最近，物业又要求住户交

纳开户费并声称今冬可以供
暖。眼看就要开始供暖了，这
个费用交还是不交，杨女士为
此很苦恼。

19日下午，记者来到清河

园小区，一进小区的门口就看

到贴在告示栏中的集体供暖

通知。记者发现，通知明确表

示交纳了费用即可保证今冬

供暖，暖气开户费的缴费时间

截至10月10日，过期不交视

为居民自动放弃。

记者看到，小区北门附近

的几栋住宅楼下摆放了一些

暖气管道，有两组施工人员正

在安装管道接口。

家住2号楼的一位居民表

示，他家在1月份交了一部分
暖气开户费和安装费，大约1

万元，经过与物业协商，对方
表示到了10月份供暖的开户

手续就能办下来，9月份他又

交了余款。“现在小区内的供
暖管道正在施工，但是又听说

今冬无法供上暖，所以不少住

户很纠结，不知道能不能过一

个暖和的冬天。”

负责该小区物业的天舒

物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小区内

大约有300户居民，已经有

200户交了开户费和管道安

装费。小区内的管道安装也

已经开始几天了，今冬小区

内居民的供暖没问题，只是

有可能会比正常供暖时间晚

一点儿。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小区

住户从2002年陆续入住以来

一直没有开通供暖。在经过物
业与业主的协调之后，多数住

户表示赞成加入市政集体供
暖系统。小区申请集体供暖的

工作在去年就开始了。记者了

解到，眼下，小区内的供暖管
道安装也在加紧进行。天舒物
业的上述负责人还向记者展

示了小区内各栋楼房的管道

安装设计图，并称负责小区供
暖的换热站也即将开建。

虽然物业一直强调今冬

的供暖没有问题，但是与供热

公司联系上的住户获得的信

息是供热公司无法给小区供
暖。

这是怎么回事儿？记者就

此联系了给该区域提供供热

服务的济南热力。该公司业务
拓展部门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清河园小区确实提出了供暖

申请，供热公司人员也在规定

的时间内到现场进行了勘察。

但是考虑到小区处于城市北

部，供暖距离比较远，再加上

公司热源不足，供暖会有一定

的困难。

济南热力表示，公司已经

按程序给予清河园小区回复，

说明了情况。截止到10月19

日，清河园小区还没有办理开

户手续，所以也没有授权其代

收开户费，这个小区今冬要想

供上暖，还得经过正常开户、

正常交纳取暖费等手续。

“不交物业

费，物业就不给代

交采暖费，这样做

太不合理了吧？”

20日，山景明珠花

园的部分业主因

拖欠近10个月的

物业费，在交纳采

暖费时遭到物业

拒绝。物业和业主

各执一词，双方互

不让步。

山景明珠花

园小区居民遭遇取

暖费、物业费捆绑收

费。 师文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