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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实录

关注民生 服务市民

老物业合同到期不离场 新物业手持合同要入场

一个小区俩物业 业主犯难
新物业亟待入驻，老物业拒
绝交接，双方各说各有理，使得一
个小区长期同时存在两家物业。
二者相争，最终搞得业主苦不堪
言。1月13日，三秦都市报记者就
此事前往该小区——位于咸阳市
秦都区火车西站附近的彩虹新家
园走访。

新物业：
老物业合同到期拒不离场
“彩虹新家园小区是个老家
属院，此前物业服务一直由咸阳彩
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2019
年，小区业主委员会换届选举，成
立了新的业委会，新一届业委会通
过招标，与我们公司——陕西芳
成物业有限公司签订了新的物业
服务合同。”现场，新物业公司芳成
物业负责人刘女士向记者还原这
件事的始末道，原业委会与彩虹物
业多年来采取两年或三年续签一
次合同的方式合作，2018 年 12 月
底，双方最后一次签订了物业服务
合同，约定服务期限自 2019 年 1
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也就是说，到去年 12 月底，
彩虹物业的服务合同已经到期，我
们原本应该在今年1月1日接手进
驻小区的，可是对方拒绝交接，双
方因此引发了不少冲突，给小区居
民造成了困扰。”刘女士介绍，无奈
之下，他们向辖区街办及住建部门
求助，希望能够打破僵局，
“街办来
人组织我们几方进行调解，可是彩
虹物业负责人始终没有到场，所以
目前双方仍在僵持。”
该小区现任业委会主任段先
生向记者证实了刘女士的说法，并
对成立新业主委员会、招标新物业
公司背后的原因、过程进行了说

明，
“业委会的更替系正常换届，当
时是在街办等部门的指导监督下
完成的，合法合规；选择新物业公
司是因为小区此前有上涨物业费
等问题，引发了不少业主不满，遵
循大家意愿更换的。”其介绍，业委
会通过公开招标、综合考量等，最
终选定了芳成物业为大家提供服
务，没想到芳成物业现在拿着白纸
黑字签好的合同却无法进场。

老物业：
不认可业委会选聘新物业
针对这件事，老物业公司彩
虹物业负责人及原业委会主任徐
先生则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
“首先，我们对新业委会成员
的当选就是有异议的，当时的业主
签字、投票结果就没有公布，很多
人都不认可。”徐先生说，自己做小
区业委会主任多年，
2019年因年纪
渐大等多种原因决定
“离职”
。
至于选聘新物业公司一事，徐
先生及彩虹物业也表示了异议，
“选
聘新物业公司都没有经过业主大会
表决，
是不符合程序的，
相当于物业
服务合同是他们私自签订的。
”
除此之外，徐先生等人还对
芳成物业的资质提出了质疑，
“据
我们了解，这家公司没有正儿八经
给一家小区做过物业服务，人员都
是临时招聘的，我们不认为这家公
司能够满足广大业主的需求。”
另据徐先生等人透露，新业
委会与芳成物业签订的合同系为
期一年的试用合同，双方约定试
用期满后通过收集业主意见决定
是否续约，
“ 这份合同 2019 年 11
月 1 日 签 的 ，一 年 试 用 期 的 话
2020 年 11 月 1 日就期满了，而彩
虹物业的合同在 2020 年底到期，

老物业在小区公告栏喊话倡议投票决定俩物业去留
相当于双方现在站在同一起跑线
上，为何不让业主再进行一次投
票决定谁去谁留？”徐先生说，1 月
初，他们已就此进行了一次“民主
投票”，
“ 大半业主都签字同意彩
虹物业留下，如果选举选聘都没
有问题，我们也希望新业委会公
开投个票。”

一年多时间仍未解决
所谓“试用合同”一说，记者
翻看该小区新业委会与芳成公司
签订的合同看到，确有“前12个月
为试用期”一说，但前缀是“乙方
（芳成物业）进场后”，至于“收集业
主意见”与“续签合同”之间的关
系，合同原文为“甲方（业委会）视
情况决定是否收集业主意见”。不
过何时为乙方进场时间，合同却没
有标注。
对此，新业委会主任段先生
表示，
“没有写进场时间就是担心
交接出问题，1 月 1 日这个时间点

是街办组织协商时认定的。目前
芳成尚未入驻，所以谈不上试用期
已满。试用期满了要不要征求业
主意见，是要看有没有大面积投
诉，如果没有是直接续约的。”其同
时回应，芳成的资质没有问题，目
前在给西安、宝鸡等地的医院提供
服务。
记者了解到，这家小区存在
的“物业之争”，事实上自新物业
2019 年 11 月合同签订时就开始
了，至今已有一年多时间。一个小
区为何会同时出现两个物业？这
种怪现象为何一年多迟迟得不到
解决？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随后联
系该辖区街办咸阳市秦都区渭阳
西路街道办了解情况，被告知“采
访需先联系宣传部”。随后，记者
又联系了秦都区宣传部，对方表
示，将就记者反映的情况进行核实
了解。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晴悦
实习生 吕峰

多条行政指令要求强拆

违建楼一年多纹丝未动
按照常理说，违法建筑被执法
部门认定后，也多次被告知拆除，
甚至还被区政府下发《强制拆除公
告》，但时间过了一年多，违法建筑
纹丝未动。在西安城南的风憬天
下小区就发生了这样一件怪事。

业主：
早下发过“强拆决定书”
风憬天下位于西安市长安区，
小区共有10多栋高层住宅楼，
分为
东西两个区。业主赵先生2015年
就入住到小区内。他告诉记者，小
区内物业公司所处的办公楼属于
违法建筑，曾被执法部门多次要求
拆除，
但如今依旧存在。
“关于物业办公楼违法建筑
的问题，区政府还专门下发了《强制
拆除决定书》，但一年多过去了，却
没了下文。
”
业主刘先生也说，
今年1
月初，他再次通过西安12345市民
热线服务平台反映这个问题。工作

人员回复中也明确了物业办公楼属
于违法建筑，
需要拆除，
但是怕拆除
后物业公司给小区业主服务中断，
等小区三期建设盖起来后，物业搬
到规划审批的正式用房中，再对原
先的违建进行拆除。
记者在刘先生的手机中看
到，12345 市民热线服务平台给他
的答复如刘先生所说。

物业：
暂无合适地方可搬
1 月 13 日上午，记者来到该
小区，小区物业公司处于7号楼对
面，是一栋二层建筑的房屋。小区
物业西安君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的一位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
2019 年，物业公司所在的办公楼
确实面临着强制拆除，当时还被贴
上封条。
“小区内目前入住的业主共
有 3100 多户，东区有 2600 多户，

由我们物业公司负责服务，西区有
500 多户，也有一个物业，两家公
司都隶属于集团总公司。”这位负
责人说，集团总公司在去年就违建
的问题给政府部门进行了说明，
为方便服务小区业主生活而在风
憬天下小区建设了临时物业用房，
关系到小区3000余户业主公共利
益，如果贸然拆除会导致小区物业
服务中断，引发不稳定因素。待风
憬天下小区三期物业用房建成后，
物业用房搬至规划审批的正式用
房内，将对现有的临时物业用房进
行拆除。

执法部门：
上报过相关部门
记者又来到了西安市长安区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一位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18年2月
26 日他们接到了规划部门的违法
建设认定函，工作人员接到认定函

后立即赶往现场进行勘查。 4 月
18 日对该处下发《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通知书》，5 月 2 日下发《行政
处罚预先告知书》，5 月 14 日下发
《行政处罚决定书》，6月12日下发
《催告通知书》。
随后，西安市长安区政府对
该处下发《强制拆除公告》，之后西
安市长安区政府对该处下发《强制
拆除决定书》。后来在行政复议
期，物业公司方面给政府部门进行
了相关情况说明。
至于没有强制拆除的原因，
相关负责人表示，因为强制拆除
大多都是政府部门组织，城管部
门具体执行，后来事情搁置，他们
只能继续督促，按照规定上报相
关部门。目前，该公司正在规划
部门完善新的物业用房相关手
续。至于什么时间能好，需要询问
规划部门。
本报记者 谢斌

市民杨先生反映：西安市东三环
灞桥火车站西侧西铁浐灞小区围墙
外有个涵洞，长约 60 米，涵洞内阴暗
潮湿、脏乱，希望有关部门及时清扫
并安装照明路灯方便市民通行。
请西安市灞桥区十里铺街道办
事处核实调查！
叶先生反映：西安爱易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位于西安高新区锦业路
一号绿地林海大厦，2020 年 6 月 1
日，叶先生以 2.98 万元的价格购买
了该公司的代运营服务并与之签
订了合同，合同期限为半年，但直
到 9 月，该运营公司只为叶先生的
童装店铺卖出去 8 单货物。对此，
叶先生提出想要提前终止合作，该
公司随即以重新协定和开会讨论
为由一直推拖到 12 月，至今合同已
到期，协商退款未果。目前，该公
司仍在正常营业中。
请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
分局核实调查！
本报记者 李佳
实习生 何睿妮 王易楚 整理

热线回应
鱼先生反映：西安市未央区天
台四路对面的阿房村村口污水管道
堵塞，已十余天，污水不仅流到了路
面上，还有一部分直接从商铺的下
水管道溢出来。商铺经营者没办
法，只能用铁桶接着，严重的时候一
天要接十几桶的污水。希望相关部
门想想办法，尽快修复！
（1 月 13 日
A4 版）
1月13日9时20分，记者接到市
民鱼先生电话。鱼先生说：
“非常感
谢三秦都市报，从早上7点半到现在，
市政、城管、街办的工作人员相继来
现场查看情况，目前正在清理维修，
困扰了我近 2 周的问题，终于得到了
解决。”
11 时 30 分，西咸新区沣东新城
网信办发来回复：经沣东新城市政部
门现场调查并与沿线商铺核实，溢
水原因为周边饭店向检查井雨水箅
子倾倒泔水致市政管道堵塞，村子
连接市政管道的污水无法排出。目
前市政部门已安排人员疏通，正在
处理中。
门先生反映：西安市玉祥门内向
东 20 米处，近期给自行车道上安装
了石礅，过往骑自行车的人很容易就
撞上了，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希望
相关部门能适当进行调整。
（1 月 10
日A6版）
记者了解到，自行车道上的石礅
为止车石，建设单位是西安城投集
团，是西安市政道桥集团公司依据设
计图纸进行施工安装的。
西安市政道桥集团公司昨日承
诺：在全西安市 11 条迎宾道路范围
排查，如有类似情况，都将和设计
方及时对接，确保新增止车石符合
现场实际情况。
王先生反映：2020 年 4 月，自己
与 12 名工友在咸阳市渭城区中铁十
一局承建的蓝池四路跨福银高速和
张裕路立交工程项目工作，工程结束
至今，仍有 21 万元的工资未结清，相
继找承包方和包工头未果。
（2020 年
12月25日A10版）
1 月 13 日记者回访时，王先生
说：
“感谢报社，感谢政府部门。也就
是给 965369 拨打热线反映后的第三
天，我们就拿到了工资。”
本报记者 李佳
实习生 何睿妮 王易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