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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市住建委物管处的统计显示，以海
曙、江北、鄞州三区为例，截至今年6月底，
三区绕城高速以内共有2000年以前建成交
付的住宅小区247个，其中，无物业小区69
个，占28%。

当前，在新建商品房物业费动辄每月
2-3元/平方米的情况下，老小区物业费该
收多少才能保障基本服务？市住建委物管
处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对物业服务企业的
成本监审数据分析，我市老小区收取0.6元/
平方米物业费，且在公共收益补充达到0.25
元/平方米的情况下，物业可维持基本的服
务收支平衡；如果没有公共收益补充，物业
费每月收取0.85元/平方米，可维持基本的
保洁、保安、保序、保绿服务；需要说明的是，
这个成本是在物业费收缴率基本达到
100%情况下测算的。

如果物业费每月提高0.3元/平方米，居
民一年得多掏多少钱？周辉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按 100 平方米面积计算，100 平方
米×0.3元/平方米×12个月=360元。也就
是说，居民一年多掏360元。

小区上调物业费，居民会怎么想？记者
随机调查了几名居民。世纪城业主王女士
表示：“因为成本上涨，涨物业费可以理解，
毕竟业主更在意的是物业的服务。我们小
区物业费上调后，物业服务意识更强了。印
象深刻的是，业主的孩子因腿摔伤无法上
学，保安无偿轮流背孩子上学放学，足足背
了一个多月，让人感动。”

居民陈先生也表示：“小区物业费上涨，
有意见的居民重点不在涨价，而是不知道为
何涨。”为此，他认为物业应定期公布收支情
况，接受业主和相关部门的监督。

市住建委物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
2017年底，全市已全面推进“阳光物业”。

“虽然依据国家有关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有
权对包干制的物业服务收支情况不予以公
开，但从建立健全物业服务企业和业主、业
主委员会的互信机制角度考虑，我们鼓励和
倡导物业服务企业主动公开服务收支情况，
接受业主、业主委员会的财务审计或监督。”

记者 周科娜 文/摄

延续了20年的
物业费收费标准

“2007年，保安月工资800元，物
业费每月0.5元/平方米。11年后，保安
月工资涨到了2010元，物业费仍收0.5
元/平方米，企业亏损严重，我们只能退
管。”昨天，在江北孔浦街道阳光清晨花
苑，物业项目经理许飞燕无奈地说。

记者从宁波市住建委获悉，我市现
行物业费收费标准已延续20年。由于
人工工资上涨等原因，不少物业企业亏
损严重，陷入服务质量下降、居民拒缴
物业费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当中。

“阳光清晨花苑共有业主813户，从2007年6月交付起，就
由我们耐森物业接管。”江北孔浦街道阳光清晨花苑小区物业项
目经理许飞燕说，“去年，公司亏损近40万元。今年，到现在为
止，已经亏了近50万元，人工工资上调是一大原因。”

据介绍，阳光清晨花苑物业费年收缴率在75%-79%之间。
去年年初，物业提出物业费上调方案，拟从当前的每月0.5元/平
方米涨到1.1元/平方米。

调查下来，结果不尽如人意。宁波耐森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区
域负责人徐骏说：“业主不同意的占多数，业委会也有半数人不同
意。”

目前，小区有近百户存在外墙渗漏问题。“曾想过先垫资维
修，但由于物业无力承担，只能打消这个念头。”徐骏说，“我们思
量再三后，只得选择退管。”

江北孔浦街道城建办主任毛剑中表示：“按照提前三个月通
知的要求，耐森物业已经将退管消息提前告知了我们。我们要求
物业退管之前做好与新物业的交接工作，不能因物业缺失导致小
区环境质量下降。”

在我市，与耐森物业一样有着生存困难、涨价又未取得居民支
持的物业，不止一家。那么，我市有没有物业费涨价、又获居民理
解的小区呢？记者从海曙区物业办获悉，该区文昌花园和世纪城
的物业费进行过多次提价，其中文昌花园物业费已经提价4次了。

文昌花园是1999年交付的老小区。记者走进该小区，虽然
公共设施设备已显陈旧，但是地面整洁、车辆停放有序。

文昌花园物业公司联合物业项目经理丁明说：“近20年来，
小区物业费一共涨了4次，从每月0.3元/平方米到现在的0.85
元/平方米，最近一次涨价是2016年。”

之前，同其他老小区一样，文昌花园存在着墙面渗漏、道闸系统
失灵、摄像头未能全覆盖，以及其他公共设施损坏等问题。2016
年，新一届业委会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着手物业费上调的摸底调
查。“第一轮调查，80%业主同意。经沟通，业主同意率达99.7%。”
2017年是物业费涨价的第一年，当年小区物业费缴纳率为100%。

涨价后，为何还能达到100%的收缴率？丁明道出了心得：
“首先，物业和业主充分沟通，业主明白为什么涨、涨多少、涨了后
能干什么，涨价获得了居民的理解和支持；其次，涨价后，业委会
监督物业尽最大努力改善小区环境、提高服务水平，给居民一个
满意的交代。”

物业费涨价后，物业更新了道闸系统、补种了绿化、修补了破旧
的公共设施，还增设了11个摄像头，做到了小区主要区块全覆盖。

同样，在世纪城小区，物业费也经历过2轮涨价。作为一个
2002年交付的小区，交付时物业费为每月1.5元/平方米；2011
年，提价至1.8元/平方米；2015年，又涨至2元/平方米。

“涨价后，我们对车库道闸进行了维修更新，对屋顶漏水进行
了修补等。目前，我们正在对零部件老化的门禁系统进行更新，
用上了人脸识别系统，预计9月20日前完成改造。”银亿物业世
纪城项目经理周辉说。

物业费拟涨价，居民不认可
管理小区11年的物业决定退管

这两个小区多次涨物业费
公共设施设备更新、小区安全更有保障

提高物业费，
居民一年得多掏多少钱？
涨物业费，居民怎么想？

世纪城小区物业实施动态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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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小区11年的物业因亏损严重无奈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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