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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房顶漏雨：一
拖6年谁之责？

百姓反映：山东省东营
市和平佳苑东区业主吴先生
反映，自入住小区后，每逢雨
季，自家房顶就漏雨，6年来
连续向物业反映漏雨问题，
但得不到解决。

记者调查：记者8月11
日在吴先生家中看到，客厅、
餐厅、阳台、儿童房窗下等地
由于漏水出现墙皮开裂、脱
落等问题。吴先生说，2016
年，房屋出现漏雨情况，他要
求物业公司联系开发商进行
维修，当时仍在5年保修期
内，但物业迟迟未督促开发
商维修。多年来，负责该小
区的物业经理多次更换，有
时不认可漏雨在保修期内。
该小区现在的物业属于深圳
市永红源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其分部山东城市运营总
经理龚浪说，2016年6月的
工作信息单，确实登记了这
户漏水的情况，也在维修期
内。当时，施工单位接到反
馈，到现场进行了勘察，但此
后没有跟进维修施工，“纯属
工作失误”。

处理结果：记者采访的
第二天，物业公司联系施工
单位，维修工人开始施工，一
天后，完成防水维修工作。

物业收费：岂能是
一笔糊涂账？

百姓反映：2021 年 1 月
底，河北省高碑店市北城街
道桂园小区业主反映，该小
区供水二次加压费和7至16
层电梯费，分别是周边小区
的5倍和1.5倍。

记者调查：桂园小区于
2020 年 5 月交付业主使
用 ，尚 未 成 立 业 主 委 员
会。小区业主王笑告诉记
者，物业公司向业主收取的
电梯费和供水二次加压费与
别的小区比，每月每平方米
贵好几毛钱。负责桂园小区
的贵和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则
认为，这两项费用政府没有
明确的标准规定，公司执行
市场调节价。

政府回应：根据2012年
原高碑店市物价局出台的文
件，电梯费及供水二次加压
费由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商
定，并由相关业主合理分摊，

单独收取，此收费为市场调节
价。高碑店市发展和改革局价
格股股长郑海涛说，各小区和物
业服务企业等级不同，收费标准
有差异，部分小区出现了收费较
高的情况，引发群众投诉。

高碑店市委、市政府根据
群众诉求，今年5月起，对全市
住宅小区进行摸排，发现共有
149个小区收取了供水二次加
压费，86个小区收取了电梯
费。高碑店市发展和改革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启动了新的
物业费收费标准制定工作，聘
请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对12
家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成本监
审，两次召开征求意见会，广泛
听取群众建议。

处理结果：郑海涛说，今年
8月初，新的物业费收费定价
文件已经下发到各物业服务企
业，并向社会公开。对物业收
费管理方式、浮动幅度、电梯
费、供水二次加压费等都做了
明确规定。到记者发稿时，新
规已在桂园小区执行。桂园小
区住户王芊说，新规出台前，她
家的电梯费和供水二次加压费
全年共缴1200元；新规出台
后，电梯费和供水二次加压费
全年共缴492元。

业主停车位被占：物
业管理如何规范？

百姓反映：大连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山海一家三期小区业
主韩女士反映，近两年，小区停
车场对外开放经营，业主车位
经常被外来车辆占用，导致业
主无处停车。

记者调查：该小区核定车
位 142 个，其中有 127 个“长
租”给业主。记者8月6日实
地看到，外来车辆可直接驶入
并在小区路面随意停放。部分
外来车辆在写有业主车牌号和

“专用”字样的车位停车，一些
车辆甚至停放在小区公共道路
上，阻碍居民通行。韩女士说：

“业主曾多次向物业反映车位
被占，要求禁止外来车辆驶入，
但没人管。”大连龙海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鸿果表
示，外来车辆占用业主车位的
情况确实存在。

政府回应：大连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管理
局副局长吕新刚说，该局已积
极与物业公司沟通，督促其整
改，保障小区业主合法权益。

处理结果：刘鸿果说，物业

公司将对小区内空闲的15个
临时车位用特殊颜色标注。外
来车辆驶入时，由保安引导其
停放在临时车位，不得占用业
主车位。同时，加强小区入口
管理，当小区临时车位饱和时，
不再放外来车辆驶入。

小区管理不善：老住
宅“底子差”咋补齐？

百姓反映：天津市滨海新
区康居园社区居民向新华社客
户端“全民拍”反映，该小区基
础设施破败不堪，地面坑洼、门
禁失效，给居民生活带来困扰
和不便，小区居民与物业多次
沟通未果。

记者调查：记者9月14日
在康居园社区看到，小区内路面
坑洼不平，楼栋门禁对讲系统失
效，楼门年久失修。居民张先生
表示，小区居住的老人较多，路
面状态差，带来安全隐患。天津
市滨海新区杭州道街道康居园
社区党委书记石涛说，该小区
共有18栋楼，其中有4栋落成
于2000年前，总体基础建设

“底子”较为薄弱、设施陈旧。
对于公共设施改善需求迟

迟未得到回应的情况，记者了
解到，该小区尚未成立业主委
员会，暂由社区居委会代行业
主委员会职责。在申请专项维
修资金时，业主在资金用途上
存在意见分歧，申请专项维修
资金所要求达到的赞同比例较
难达到。此外，该小区多数楼
栋建于2000年后，尚未被纳入
天津市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
范围。目前该小区采用商业物
业管理机制，负责小区物业管
理的天津鑫旸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项目主管经理李宜昌说，物
业公司于2019年11月入驻该
小区以来，小区物业费收缴率
约为20%，物业管理难以形成
良性循环。

政府回应：天津市滨海新
区杭州道街道、康居园社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街道社区
正积极研究居民反映的问题，
下一步，相关部门将多方寻找
资金问题的解决方式，先对小
区主干道进行基本整修，并逐
步推进解决门禁换新与基础设
施建设问题。小区物业表示将
加强对小区环境卫生的清洁保
护与漏雨房屋的专项维修，严
格按规定向小区业主公示小区
公共收益的使用情况。

新华社记者王优玲

新华社天津10月13日
电 天文科普专家介绍，10
月14日和15日，月球将与
土星、木星相距较近。届时，
这三个明亮的天体会在夜空
中形成“双星伴月”天象，非
常容易辨识，值得观测。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
天津科学技术馆天文科普专
家宋媛媛介绍说，“双星伴
月”是指两颗行星或恒星，它
们与月球相距较近，同时出
现在夜空中的天象。近一段
时间，这两颗夜空中美丽的
星球会依次在日落时出现在
东南方天空，次日凌晨2至3
时下落，两者角距离很近，木
星的亮度为-2.6等，土星的
亮度为0.5等，在晴朗的天
空中非常明亮。

10月 14日会发生“土星
合月”，土星和月球的角距离会
非常近；10月15日会发生“木
星合月”，木星和月球的角距离
也会非常近。

“连续两天，土木双星与月
球近距离亲密互动，宛如一场

‘星空派对’，成为东南方天空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不过，本
次在我国境内看不到月球移
动至土星和木星‘最中间’的
状态，而在北美洲和南美洲，
月球将会运行到土星和木星
之间，可以看到‘双星伴月’
的‘正脸’。”宋媛媛说，“虽然
这次‘双星伴月’的形态在我国
不是很对称，也许不符合大部
分人的审美，但在日落时就可
以看到，观测难度不大，肉眼清
晰可见。” 周润健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
电 记者 13 日从公安部获
悉，自今年10月20日起，在
全国第一批推广应用基础
上，驾驶证电子化公安交管
便利措施将在太原、沈阳、哈
尔滨等110个城市第二批推
广应用。第二批110个推广
应用城市将自10月20日至
26日错峰上线电子驾驶证
申领功能，驾驶人可以对照
本地启用时间安排，通过全
国统一的“交管12123”App
申领电子驾驶证。下一步，
公安部将加快驾驶证电子化
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

此前，驾驶证电子化在
北京、上海、广州等28个城

市启用，已有1600多万名驾驶
人申领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
证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可以在
办理交管业务、接受执法检查
时出示使用，并可以拓展客货
运输、汽车租赁、保险购置等社
会应用场景。

据了解，自今年9月 1日
起，公安部在全国第一批推广
应用驾驶证电子化、二手车异
地交易登记、“交管 12123”
App核发货车电子通行码、交
通事故证据材料网上查阅等4
项“我为群众办实事”公安交管
便利措施。4项新措施推广应
用以来，已惠及1700多万人
次，减少群众企业办事费用5.6
亿元。 任沁沁

业主房顶漏雨、停车位被占、小区管理不善

物业如何为百姓当好“管家”？
来自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的数据显示，我国物业服务行业

总产值已达1万亿元，从业人员超过1000万人。物业服务的
好坏，直接关系到居民生活是否舒心。百姓遭遇哪些物业烦
心事？如何解决？记者从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等获得居民投
诉线索，奔赴山东、河北、辽宁、天津进行采访。

公安部：

110个城市将启用电子驾驶证

土木“双星伴月”今明连续上演
天若晴肉眼可见

昨天，杭州市临平区塘栖镇河西埭村的文化礼堂里，孩子们
给参加重阳“孝心大会”的老人们敬茶。重阳节将至，河西埭村
为全村的老人们举办重阳“孝心大会”，200多名70岁以上老人
在活动现场看皮影戏、吃重阳糕、尝孝心宴。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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