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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网球公开赛三亚站
12月17日开赛

报名时间：11 月 16 日至 12 月
11日下午6点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 通讯员 黎祖聪）11月
16 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由三亚市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局主办，三亚市网球运动协会承办的
2021 年全民健身网球公开赛（NFAT Open）三亚
站将于 12 月 17 日至 21 日在三亚市网球中心举
办。报名时间从11月 16日起，至12月 11日下午
6点截止。

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全面推广网球运动，发
挥群众运动在促进人民全面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自主意识，丰富市
民的体育文化生活。同时，营造三亚全民健身氛
围，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发展，使三亚全民健身活
动融入“体育+旅游”的特色，进一步推动全市体
育事业发展。

本届赛事共设8个项目，分别是团体赛、单项
赛（包括：无差别组男子单打、无差别组女子单
打、青年组男子双打、青年组女子双打、青年组
混合双打、常青组男子双打、常青组混合双打）。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赛事，团体赛参赛队可代
表所属行业体协或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俱乐
部组织报名参赛。其中，行业体协代表队运动员
须为来自同一行业的企事业单位的正式职工；企
事业单位代表队运动员须为来自同一单位的正
式职工；社会团体或俱乐部代表队运动员，须来
自同一团体、组织。

主办方提醒，所有参赛人员须自行购买赛会
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根据海南省疫情防
控的要求，所有参赛人员报到时须按组委会要求
提供 3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和绿色个人健康
码、行程码（疫情防疫要求以省、市政府相关规
定为主）。来自或 14 日内到访过新冠肺炎疫情
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谢绝参赛。

立才花园小区居民孙女士展示物
业给其开具的“催缴通知单”。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家中遭遇断水断电的居民拿着盆、桶到附近打水。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小区业主嫌物业费贵拒绝缴纳
物业公司多次长时间停水停电

育才生态区党政办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后快速解决双方矛盾
本报记者 吴英印

在动车站无证巡游揽客
一车辆被罚13000元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记者近日从三亚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获悉,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三
行政执法支队(简称“第三执法支队”) 通过立案、
调查、案审会等程序，于日前对今年7月下旬查处
的一辆无《道路运输证》车辆在三亚市内违规巡
游揽客行为，依法做出责令改正、罚款 13000 元
的行政处罚。

今年7月16日 16时许，第三执法支队执法人
员在三亚动车站执法检查中，发现林某某驾驶一
辆别克牌小轿车在动车站出租车通道主动招揽
搭载乘客，执法人员现场出示执法证件并向林某
某表明身份。在执法人员向乘坐该车的乘客现
场询问了解时，乘客称:“该司机在动车站出租车
通道招揽我们，我们准备乘坐该车前往大树公
馆，约定车费35元。”

经查，林某某驾驶的车辆没有《道路运输
证》，且现场无法提供其它有效运输证明，涉嫌违
反《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有关规定，
执法人员当场依法对林某某驾驶的别克牌小轿
车开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随后，第三执法
支队对林某某的违法行为立案调查。

第三执法支队负责人称，在机场、动车站等区
域，无营运资质车辆违规拉载乘客现象时有发
生，造成大量交通投诉。而机场、动车站又是三
亚的城市窗口，该支队将持续重点加强监管，维
护良好的道路运输环境，保护人民群众和合法经
营者权益。

欢迎订阅2022年度
党的声音传入千家万户的主阵地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全媒体窗口

2022 年度《三亚日报》征订工作已经全面启动，我们将派出发行业务员、
投递员上门征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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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6 日上午，立才花园小区几名业
主向三亚日报新闻热线 88981099 投诉称，他
们认为该小区的物业费较高拒交物业费后，
物业公司对他们采取了断水断电措施，导致
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而让他
们气愤的是，他们去向该物业公司交水电费
时，被对方拒绝了……对此，该物业公司回
应称，这些业主一直拖欠物业费迟迟未交，
有的已拖欠了好几年，物业公司被逼无奈才
这么做的，只要他们将所拖欠的物业费交
齐，断水断电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最终，此
事在育才生态区党政办负责人的现场协调
下，该物业公司收取了这些业主交纳的水电
费，并给这些业主家恢复通水通电。

据立才花园小区业主张先生介绍，他是
立才农场的职工，原来小区并不需要缴纳物
业费。2018年下半年，该物业公司进驻小区
后，要求他们按每平方米1.8元缴纳物业费。
他们几个业主觉得太贵了，所以拒绝交钱。
没想到，对方却断了他们家里的水电。在与
小区物业公司的“赌气”中，对方总共有 4次
断水断电行为，时间最长的一次有 40多天，
最短的一次为10多天。

“从 11月 9日至 11月 16日上午，物业公
司一直没有给我家通水通电。这几天，我每
天天不亮就去外面打水，一天要去外面打水
四五次……”该小区业主孙女士表示，该物业
公司已经第四次断她家水电了。第一次是在
2020年 7月 24日，物业公司看到她家没有交
物业费，便把她家的水电给断了。后来，由于
她一直拒交物业费，物业公司竟然把她家的
水电表给拆走了，而她去缴纳水电费时，遭到
了对方拒绝，并说要交水电费的话，必须把物
业费也给交了。在断水断电期间，她家的日
常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

该小区业主方女士告诉记者，由于该物
业有断电行为，导致有一次她被关在电梯里
几个小时。当时，她拨打电梯里的呼救电话，
但一直没有反应，而她的电话在电梯里也没
有信号，当时的她又急又怕……

11月 16日上午，记者在该小区采访时看
到，该小区确有多户业主因为没有缴纳物业费
导致家中断水断电。为此，该小区物业公司还
在这些业主家门口贴上一张催缴通知单。该
通知单上要求业主于11月8日前补交物业费
用，逾期未交者将采取相应的措施。记者了解
到，这些业主拖欠的费用为电梯维护费、电费、
水费、电费公摊、电梯年检费、物业管理费等，
他们当中有的拖欠金额达上万元。

“您反馈的这个问题，我们马上去督促落
实……”当天中午11时 40分许，在接到记者
反映的相关情况后，育才生态区党政办主任
胡平当即通知几名工作人员与他一起赶赴现
场协调此事，保障群众用水用电问题。胡平
表示，立才花园小区是属于立才农场有限公
司下属的物业，其水电的供应问题不在育才
生态区管辖范围，而是由农场内部供应。尽
管如此，他们还是马上去督促督办这件事情，
并把此事作为育才生态区的一个民生工作去
抓，同时他们也已将此事反馈给信访部门。

当天12时 02分许，记者与胡平来到该物
业办公室看到，一名未交物业费的业主还在
此处恳求物业公司让她先交水电费，但该物
业公司依然要求她把物业管理费和水电费一
起交。在现场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后，胡平
当场向该物业公司及业主建议，先让业主们
把水电费、电梯维护费、电费公摊、电梯年检费
等费用交了，并立即开通这些业主家的水电，
不能让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至于物业
管理费，则可以暂时缓一缓。如果这些业主还
不愿意缴纳物业管理费，物业公司可以通过法
律途径维权。育才生态区有关部门将组织双
方一起开协调会，沟通协商处理好此事，确保
类似事情不再发生。随后，胡平劝导这些业
主，该交的物业费一定要交清，住在小区里不
交物业管理费，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最终，在胡平及工作人员的协调下，该物
业公司收取了孙女士等人缴纳的水电费、电
梯维护费、电费公摊、电梯年检费等，并恢复
了这些业主家的水电供应。

海南天鼓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国标表示，
根据相关条例，停水停电的权利是供水供电
企业的一项重要合同履行抗辩权，物业管理
公司无此项权利，物业管理公司在任何情况
下都不能对业主断水断电。

“整个小区大概有6户业主没有交纳物业管理费，有的3年都没
有交过……”据立才花园小区物业办公室主任蔡先生介绍，他们之
前收取的物业管理费是每平方米1.8元，后降至1.69元，但是这些业
主还是不愿意缴纳物业管理费，他们没办法才采取了相应措施。由
于该小区的容积率不高，只有 150 多户业主入住，原先也有人要接
手这个小区物业，结果一算成本，至少要收取每平方米2.5元的物业
管理费，所以最后放弃了。他们之所以接手该物业，是因为他们是
农场职工的子弟，吃住都在自己家里，可以节省不少开支。

“整个小区这么多户业主，为什么只有他们几户不愿意交物业
管理费？”该小区物业负责人唐先生表示，如果业主认为物业公司管
理有问题，他们可以到法院去起诉。至于方女士被困电梯一事，是
因其所住的那栋楼只有几户人家住在那里，当时他们的电梯系统出
错了，他们也没有接到她的求救电话，后来还是巡逻人员发现并救
出她的。

“您好！您觉得立才花园小区的物业管理费高吗？”在采访中，记
者随机问了小区其他业主关于物业费的看法。“小区的环境及物业的
服务挺不错，我每月都会准时交物业费及水电费。”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该小区业主王女士说。“还行吧。”另一位路过的小区业主说。

记者了解到，为了规范农场小区物业管理，改善和维护好小区
住户的居住环境与秩序，提升物业服务质量，2020 年 6月 16日，海
南农垦立才农场有限公司与海南友悦辰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立才
花园小区职工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协议。之后，该小区物业公司
向有关部门提出信访事项：三亚物业公司收费标准是多少？三亚立
才花园小区物业收费1.8元每平方米是否合理？

2020 年 11 月 15 日，育才生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答复：经了
解,立才花园小区不适用《海南省定价目录》中序列 11项保障性住
房及物业服务里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房、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
性住房物业服务收费标准，该小区物业收费定价应由小区业主与物
业公司签订合同为准。

“我们的物业管理费从 2020 年 9月 1日开始下调，由原先的每
平方米1.8元降至 1.69元，但他们还是嫌贵不肯交物业管理费……”
唐先生无可奈何地对记者说。

“您能否让他们先交水电费、电梯维护费、电费公摊、电梯年检
费，然后把他们家里的水电开通了，不要让他们的生活受到影响。”
面对记者提出的提议，唐先生却依然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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