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業管理委託合同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合同當事人:
    委託方 （以下簡稱甲方）：＿＿＿＿＿＿＿＿＿＿＿＿＿
    受託方 （以下簡稱乙方）：＿＿＿＿＿＿＿＿＿＿＿＿＿
    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在自願、平等、協商一致的基礎上，甲方將＿＿＿＿＿＿＿＿＿＿＿＿＿（物業名稱）委託于乙方實行物業管理，訂立本合同。
    第二條  物業基本情況：
    物業類型：＿＿＿＿＿＿＿＿＿＿＿＿＿
    座落位置：＿＿＿＿＿ 市 ＿＿＿＿＿＿區 ＿＿＿＿＿＿路（街道）＿＿＿＿＿＿號
    四  至：東 ＿＿＿＿＿＿＿南 ＿＿＿＿＿＿＿＿
            西 ＿＿＿＿＿＿＿ 北＿＿＿＿＿＿＿＿
    占地面積： ＿＿＿＿＿＿＿＿平方米；
    建築面積： ＿＿＿＿＿＿＿＿平方米。
    委託管理的物業構成細目見附件一。
    第三條  乙方提供服務的受益人爲本物業的全體業主和物業使用人，本物業的全體業主和物業使用人均應對履行本合同承擔相應的責任。

第二章  委託管理事項

    第四條  房屋建築共用部位的維修、養護和管理，包括：樓蓋、屋頂、外牆面、承重結構、樓梯間、走廊通道、門廳、 ＿＿＿＿＿＿＿＿＿。
    第五條  共用設施、設備的維修、養護、運行和管理，包括：共用的上下水管道、落水管、垃圾道、煙囪、共用照明、天線、中央空調、暖氣幹線、供暖鍋爐房、高壓水泵房、樓內消防設施設備、電梯、 ＿＿＿＿＿＿＿。
    第六條  市政公用設施和附屬建築物、構築物的維修、養護和管理，包括道路、室外上下水管道、化糞池、溝渠、池、井、自行車棚、停車場、 ＿＿＿＿＿＿＿＿。
    第七條  公用綠地、 花木、建築物品等的養護與管理。
    第八條  附屬配套建築和設施的維修、養護和管理，包括商業網點、文化體育娛樂場所、 ＿＿＿＿＿＿＿＿＿。
    第九條  公共環境衛生，包括公共場所、房屋共用部位的清潔衛生、垃圾的收集、清運、 ＿＿＿＿＿＿＿＿。
    第十條  交通與車輛停放秩序的管理。
    第十一條  維持公共秩序，包括安全監控、巡視、門崗執勤、 ＿＿＿＿＿＿＿＿。
    第十二條  管理與物業相關的工程圖紙、住用戶檔案與竣工驗收資料。
    第十三條  組織開展文化娛樂活動。
    第十四條  負責向業主和物業使用人收取下列費用：
    1. 物業管理服務費；
    2. ＿＿＿＿＿＿＿＿；
    3. 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十五條  業主和物業使用人房屋自用部位、自用設施及設備的維修、養護，在當事人提出委託時，乙方應接受委託並合理收費。
    第十六條  對業主和物業使用人違反業主公約的行爲，針對具體行爲並根據情節輕重，採取批評、規勸、警告、制止、＿＿＿＿＿＿＿＿＿ 等措施。
    第十七條  其他委託事項
    1. ＿＿＿＿＿＿＿＿＿＿＿ ；
    2. ＿＿＿＿＿＿＿＿＿＿＿ ;
    3. ＿＿＿＿＿＿＿＿＿＿＿。

第三章  委託管理期限

    第十八條  委託管理期限爲 ＿＿＿＿年。自 ＿＿＿＿年 ＿＿＿＿月 ＿＿＿＿日＿＿＿＿時起至 ＿＿＿＿＿ 年 ＿＿＿＿＿月＿＿＿＿＿日＿＿＿＿＿時止。

第四章  雙方權利義務

    第十九條  
	A  甲方權利義務 （適用于業主委員會）
    1. 代表和維護産權人、使用人的合法權益；
    2. 制定業主公約並監督業主和物業使用人遵守公約；
    3. 審定乙方批定的物業管理制度；
    4. 檢查監督乙方管理工作的實施及制度的執行情況；
    5. 審定乙方提出的物業管理服務年度計劃、財務預算及決算；
    6. 在合同生效之日起 ＿＿＿＿＿日內向乙方提供 ＿＿＿＿＿平方米建築面積的經營性商業用房，由乙方按每月每平方米 ＿＿＿＿＿＿元租用，其租金收入用於 ＿＿＿＿＿＿；
    7.、在合同生效之日起 ＿＿＿＿＿日內向乙方提供 ＿＿＿＿＿平方米建築面積管理用房（産權屬甲方），由乙方按下列第 ＿＿＿＿＿項執行：
    (1) 無償使用；
    (2) 按建築面積每月平方米 ＿＿＿＿元租用，其租金收入用於 ＿＿＿＿。
    8.負責收集、整理物業管理所需全部圖紙、檔案、資料，並于合同生效之日起 ＿＿＿＿＿＿日內向乙方移交；
    9. 當業主和物業使用人不按規定交納物業管理費用時，負責催交或以其他方式償付；
    10. 協調、處理本合同生效前發生的管理遺留問題：
    (1) ＿＿＿＿＿＿＿＿＿＿＿＿＿＿＿＿＿＿＿＿＿＿＿＿＿；
    (2) ＿＿＿＿＿＿＿＿＿＿＿＿＿＿＿＿＿＿＿＿＿＿＿＿＿。
    11. 協助乙方做好物業管理工作和宣傳教育、文化活動；
    12. ＿＿＿＿＿＿＿＿＿＿＿＿＿＿＿＿＿＿＿＿＿＿＿＿＿＿＿＿＿。
    Ｂ   甲方權利義務（適用于房地産開發企業）
    1. 在業主委員會成立之前，負責制定業主公約並將期作爲房屋租售合同的附件要求業主和物業使用人遵守。
    2. 審定乙方擬定的物業管理制度；
    3. 檢查監督乙方管理工作的實施及制度的執行情況；
    4. 審定乙方提出的物業管理服務年度計劃、財務預算及決算；
    5. 委託乙方管理的房屋、設施、設備應達到國家驗收標準要求。
    如存在質量問題，按以下方式處理：
    (1) 負責返修；
    (2) 委託乙方返修，支付全部費用；
    (3) ＿＿＿＿＿＿＿＿＿＿＿＿＿＿＿＿＿＿。
    6. 在合同生效之日起＿＿＿＿日內向乙方提供＿＿＿＿＿平方米建築面積的經營性商業用房，乙方按每月平方米＿＿＿＿＿元租用，其租金收入用於＿＿＿＿＿＿＿＿＿＿；
    7. 在合同生效之日起＿＿日內向乙方提供＿＿＿＿平方米建築面積管理用房（産權屬甲方），由乙方按下列第＿＿＿＿項執行：
    (1) 無償使用；
    (2) 按建築面積每月每平方米＿＿＿＿＿元租用，其租金收用於＿＿＿＿。
    8. 負責收集、整理物業管理所需全部圖紙、檔案、資料，並于合同生效之日起＿＿是內向乙方移交；
    9. 當業主和物業使用人不按規定交納物業管理費用時，負責催交或以其他方式償付；
    10. 協調、處理本合同生效前發生的管理遺留問題：
    (1) ＿＿＿＿＿＿＿＿＿＿＿＿＿＿＿＿＿＿＿＿＿＿＿＿＿＿＿＿＿＿＿＿；
    (2) ＿＿＿＿＿＿＿＿＿＿＿＿＿＿＿＿＿＿＿＿＿＿＿＿＿＿＿＿＿＿＿＿。
    11. 協乙方助做好物管理工作和宣傳教育、文化活動；
    12. ＿＿＿＿＿＿＿＿＿＿＿＿＿＿＿＿＿＿＿＿＿＿＿＿＿＿＿＿＿＿＿＿。
    第二十條  乙方權利義務
    1. 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及本合同的約定，制訂物業管理制度；
    2. 對業主和物業使用人違反法規、規章的行爲，提請有關部門處理；
    3. 按本合同第十六條的約定，對業主和物業使用人違反業主公約的行爲進行處理；
    4. 可選聘專營公司承擔本物業的專項管理業務，但不得將本物業和管理責任轉讓給第三方；
    5. 負責編制房屋、附屬建築物、構築物、設施、設備、綠化等的年度維修養護計劃和大中修方案，經雙方議定後由乙方組織實施；
    6. 向業主和物業使用人告知物業使用的有關規定，當業主和物業使用人裝修物業時，告知有關限制條件，訂立書面約定，並負責監督；
    7. 負責編制物來管理年度管理計劃、資金使用計劃及決算報告；
    8. 每＿＿＿＿個月向全體業主和物業使用人公佈一次管理費用收支帳目；
    9. 對本物業的公用設施不得擅自佔用和改變使用功能，如需在本物業內改、擴建或完善配套專案，須與甲方協商並經甲方同意後報有關部門批准方可實施；
    10. 本合同終止時，乙方必須向甲方移交全部經營性商業用房、管理用房及物業管理的全部檔案資料；
    11.  ＿＿＿＿＿＿＿＿＿＿＿＿＿＿＿＿＿＿＿＿＿＿＿＿＿＿＿＿＿＿＿＿ 。

第五章 物業管理服務質量

    第二十一條  乙方須按下列約定，實現目標管理。
    1. 房屋外觀: ＿＿＿＿＿＿＿＿＿＿＿＿＿＿＿＿＿＿＿＿＿＿
    2. 設備運行: ＿＿＿＿＿＿＿＿＿＿＿＿＿＿＿＿＿＿＿＿＿＿
3. 房屋及設施、設備的維修、養護： ＿＿＿＿＿＿＿＿＿＿＿＿＿＿＿＿＿＿    
4. 公共環境:＿＿＿＿＿＿＿＿＿＿＿＿＿＿＿＿＿＿＿＿＿＿＿＿＿＿＿＿＿＿
    5. 綠化:＿＿＿＿＿＿＿＿＿＿＿＿＿＿＿＿＿＿＿＿＿＿＿＿＿＿＿＿＿＿＿＿
    6. 交通秩序:＿＿＿＿＿＿＿＿＿＿＿＿＿＿＿＿＿＿＿＿＿＿＿＿＿＿＿＿＿＿＿
    7. 保安:＿＿＿＿＿＿＿＿＿＿＿＿＿＿＿＿＿＿＿＿＿＿＿＿＿＿＿＿＿＿＿＿
    8. 急修:＿＿＿＿＿＿＿＿＿＿＿＿＿＿＿＿＿＿＿＿＿＿＿＿＿＿＿＿＿＿＿＿
      小修:＿＿＿＿＿＿＿＿＿＿＿＿＿＿＿＿＿＿＿＿＿＿＿＿＿＿＿＿＿＿＿＿
    9. 業主和物業使用人對乙方的滿意率達到：＿＿＿＿＿＿＿＿＿＿＿＿＿
    具體的物業管理服務質量要求見附件二。

第六章 物業管理服務費用

    第二十二條 物管理服務費
    1. 本物業的管理服務費，住宅房屋由乙方按建築面積每月每平方米 ＿＿＿＿元向業主或物業使用人收取；非住宅房屋由乙方按建築面積每月每平方米 ＿＿＿＿元向業主或物業使用人收取。
    2. 管理服務費標準的調整，按 ＿＿＿＿＿＿＿＿＿調整。
    3. 空置房屋的管理服務費，由乙方按建築面積每月每平方米 ＿＿＿元向 ＿＿＿收取。
    4. 業主和物業使用人逾期交納物業管理費的，按以下第 ＿＿＿項處理：
    (1) 從逾期之日起按每天 ＿＿＿＿＿＿元交納滯納金；
    (2) 從逾期之日起按每天應交管理費的萬分之＿＿＿＿＿＿＿＿＿交納滯納金；
    (3) ＿＿＿＿＿＿＿＿＿＿＿＿＿＿＿＿＿＿＿＿＿＿＿＿＿＿。
    第二十三條 車位使用費由乙方按下列標準向車位使用人收取：
    1. 露天車位: ＿＿＿＿＿＿＿＿＿＿＿＿＿＿＿＿＿＿＿＿＿＿＿＿＿＿＿＿
    2. 車庫: ＿＿＿＿＿＿＿＿＿＿＿＿＿＿＿＿＿＿＿＿＿＿＿＿＿＿＿＿＿＿
    3.  ＿＿＿＿＿＿＿＿＿＿＿＿＿＿＿＿＿＿＿＿＿＿＿＿＿＿＿＿＿＿＿＿。
    第二十四條  乙方對業主和物業使用人的房屋自用部位、自用設備、毗連部位的維修、養護及其他特約服務，由當事人按實發生的費用計付，收費標準須經甲方同意。
    第二十五條  其他乙方向業主和物業使用人提供的服務專案和收費標準如下：
    1. 高層樓房電梯運行費按實結算，由乙方向業主或物業使用人收取；
    2. ＿＿＿＿＿＿＿＿＿＿＿＿＿＿＿＿＿＿＿＿＿＿＿＿＿＿＿＿＿；
    3. ＿＿＿＿＿＿＿＿＿＿＿＿＿＿＿＿＿＿＿＿＿＿＿＿＿＿＿＿＿。
    第二十六條  房屋的共用部位、共用設施、設備、公共場地的維修、養護費用：
    1. 房屋共用部位的小修、養護費用，由＿＿＿＿＿＿承擔；大中修費用，由＿＿＿＿承擔；更新費用，由＿＿＿＿＿＿承擔。
    2. 房屋共用設施、設備的小修、養護費用，由＿＿＿＿承擔；更新費用，由＿＿＿＿承擔。
    3. 市政公用設施和附屬建築物、構築物的小修、養護費用，由＿＿＿＿＿＿承擔;  在呂修費用，由＿＿＿＿承擔；更新費用，由＿＿＿＿＿＿＿＿承擔。
    4. 公共綠地的養護費用，由＿＿＿＿＿＿＿承擔；改造、更新費用，由＿＿＿＿承擔。
    5. 附屬配套建築和設施的小修、養護費用，由＿＿＿＿＿＿承擔，由＿＿＿＿＿承擔。

第七章    違約責任

    第二十七條  甲方違反合同第十九條的約定，使乙方未完成規定管理目標，乙方有權要求甲方在一定期限內解決，逾期未解決的，乙方有權終止合同；造成乙方經濟損失的，甲方應給予乙方經濟賠償。
    第二十八條  乙方違反本合同第五章的約定，未能達到約定的管理目標，甲方有權要求乙方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的，甲方有權終止合同；造成甲方經濟損失，乙方應給予甲方經濟賠償。
    第二十九條  乙方違反本合同第六章的約定，擅自提高收費標準的，甲方有權要求乙方清退；造成甲方經濟損失的，乙方應給予賠償。
    第三十條  甲乙任何一方無正當理由提前終止合同的，應向對方支付＿＿＿＿元違約金；給對方造成經濟損失超過違約金的，還應給予賠償。 

第八章  附  則

    第三十一條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天內，根據甲方委託管理事項，辦理完交接驗收手續。
    第三十二條  合同期滿後，乙方全部完成合同並且管理成績優秀，大多數業主和物業使用人反映良好，可續訂合同。
    第三十三條  雙方可對本合同的條款進行補充，以書面形式簽訂補充協定，補充協定與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三十四條  本合同之附件均爲合同有效組成部分。本合同及其附件內，空格部分填寫的文字與印刷文字具有同等效力。
    本合同及其附件和補充協定中未規定的事宜，均遵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法律、法規和規章執行。
    第三十五條  本合同正本連同附件共 ＿＿＿頁，一式三份，甲乙雙方及物業管理行政主管部門（備案）各執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三十六條  因房屋建築質量、設備設施質量或安裝技術等原因，達不到使用功能，造成重大事故的，由甲方承擔責任並作善後處理。産生質量事故的直接原因，以政府主管部門的鑒定爲准。
    第三十七條  本合同執行期間，如遇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無法履行時，雙方應按有關法律規定及時協商處理。
    第三十八條  凡因本合同或與本合同有關的一切爭議，雙方應協商解決或報請物業管理行政主管部門進行調解，協商或調解不成的，雙方同意提交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在深圳進行仲裁，仲裁裁決是終局的，對雙方均有約束力。
    第三十九條  合同期滿本合同自然終止，雙方如續訂合同，應在該合同期滿＿＿天前向對方提出書面意見。
    第四十條  本合同自簽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簽章： ＿＿＿＿＿＿＿＿		      乙方簽章： ＿＿＿＿＿＿＿＿＿
	代表人： ＿＿＿＿＿＿＿＿＿		      代表人： ＿＿＿＿＿＿＿＿＿＿

         							               ＿＿＿ 年 ＿＿＿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