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高市监价监处[2020]25号

当事人:高州市中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梅双

身份证号码:33"” 19“⒄⒛2825

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业务范围:物业管理服务、物业租赁、房地产中介服务;

园林绿化工程、室内装饰工程;家居清洁服务 ,

水电维修;室 内球类健身活动,游泳;餐饮服

务;棋牌、足浴、美容美发;零售:食品、日

用百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地址:高州市桂园路 33号康泰华都小区3栋 ⒛2房

电话 : 0668-6855999

根据群众的举报,本机关于⒛⒛ 年 3月 30日 至4月 30

日对高州市中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⒛18年 1月 1日 至2mo年 3月 31

日间物业服务收费的执彳亍清况进行了检查,经初步检查,发现你

公司涉嫌不执行政府指导价的价格违法行为,经报请局领导批

准,于 ⒛⒛ 年 3月 30日 依法对你公司立案作进一步调查。本

案调查过程中没有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实,你公司在⒛18年 1月 1日 至⒛20年 3月 31日 期

间,存在如下价格违法行为:

一、自立项目和标准向住宅前期的业主收取装修期间电梯

电费。你公司在建设单位交付物业 (即 房屋 )给物业买受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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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 )时 ,除要求物业买受人交付物业服务费 ,还 自立项目要

求业主交付装修期间电梯电费,标准分别为:1楼 100元 /户 ,

2-5楼 150元 /户 ,⒍ 10楼 ⒛0元 /户 ,11ˉ 15楼 250元 /户 ,16-20

楼 300元 /户 ,21-25楼 350元 /户 ,25楼 以上钔0元 /户 ,⒛ 18

年 1月 1日 至⒛⒛ 年 2月 29日 期间,共收取 587户 ,收取金

额 128155.27元 。

二、违反高价[⒛07]∞ 号文及高发改价格[2019]1号 文的规

定,擅 自制定价格向业主收取住宅前期自有产权车位 (含摩托

车 )物 业服务费。政策规定住宅前期自有产权车位 (含摩托车 )

物业服务费应按车位的产权面积计收,而你公司改变收费方式

按个向业主收取:①⒛19年 1月 1日 至⒛19年 6月 30日 期间

的最高指导价标准为 1.68元 /吖 ,收取面积 930,71m2,应 收金

额 18987.25” 元 (由 于购买车位的时间不同,金额详细见 《检

查明细表》),实收金额”130元 ,多 收金额 31绲。γ
"元

;

②⒛19年 7月 1日 至⒛⒛ 年 2月 ⒛ 日期间的最高指导价标准

为 1。佴 元/吖 ,收取面积 13”。4吖 ,应收金额 9857.9808元 (由

于购买车位的时间不同,金额详细见 《检查明细表》),实收

金额⒛%8元 ,多 收金额ω410.01” 元。①②共合计多收金额

63552.76元。

以上一、二共多收金额 191708,O3元 。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 ⒈ 《营业执照》,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的基本情况;

证据⒉ 《身份证》复印件 8份 ,证明被调查人身份 ;

证据⒊ 《现场笔录》、《询问笔录》各 1份 ,记录当事人收

费事实的相关情况;



证据⒋ 《检查登记表》、《检查明细表》,证明当事人的收

费事实;

证据⒌ 收取住宅前期物业服务、自有产权小车位 (含车

库 )物 业服务费的票据复印件 31张 ,证明当事人的收费事实。

证据 6; 收取装修期间电梯电费和自有产权车位物业服务

费帐页2张 ; 自有产权车位的面积登记表及自有产权车位小车

位 (含摩托车位 )物业服务帐页 7张 ,记录当事人收费事实入

账的情况。

证据⒎ 公用水电费分摊计算表、公共用电明细表、公共

电用电量记录表 37张 ,证明当事人公共部分电费的分摊情况。

上述事实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收费票据、账页、面积

表、电费分摊等证据材料,并经你公司签名、盖章认可。

住宅前期物业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其项目的审定

是由省发改委负责,其收费标准则由县级发展和改革局负责。

你公司上述行为,已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

条
“经营者进行价格活动,应 当遵守法律、法规,执行依法制定

的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

的规定,构成不执行指导价的价格违法行为。

本机关按程序已于⒛⒛ 年 8月 17日 向你公司送达了 《责

令退款通知书》(高 市监价监退[20⒛]14号 ),经核查,你公司

已在清退期限内 (⒛20年 9月 2日 前 )将多收价款 191708。 O3

元全额清退给原交费者。⒛⒛ 年 9月 9日 向你公司送达了《行

政处罚告知书》(高 市监价监告⒓Ⅱ0]25号 ),你公司有陈述、

申辩、听证的权力,但你公司却放弃了陈述、申辩、听证的权

不刂。

上述行为,你公司承认违法收费事实确实存在,并表示立

即整改。考虑到你公司的承受能力及其在检查中态度认识深刻,



并积极配合等因素,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规范价格

行政处罚权的若干规定》(发 改价监⒓01刽 1223号 )文 的规定 ,

你公司的价格违法行为适用第七条第 (二 )项“
从轻处罚

”,属  1

于
“
能够及时改正价格违法行为

”
的情形。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九条 、《价格违法

行为行政处叛规定》第九条第 (三 )和 (五 )项 的规定 ,现责

令你公司立即纠正上述行为,并决定对你公司作出:罚 款 50000

元的行政处罚。

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生效。你公司须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

之日起 15日 内将罚款 50OO0元全额汇入高州市国库。按照《茂

名市高州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规定的方式,到指定银行(建

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邮政储蓄银行 )缴

纳违法所得。同时,将缴款书送高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监股

各查。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每 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

你公司如对上述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 60日 内,向 茂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高州市人民政府申请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 `急 )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留存办案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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