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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要提问

当前在线律师16,024位，如遇类似法律问题，立即咨询！

3位律师回答
孔民律师
咨询电话：158-1098-5082

地区:北京-北京

咨询我

《物业管理条例》第七条明确规定：按时交纳物业服务费用”是业主的一项基本义务。 物
业管理，是指业主通过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由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
定，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相关区域内的环
境卫生和秩序的活动。严格的意义讲，物业管理企业提供的是一种服务，而不是管理。
解答于：2017-02-13 13: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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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158-0141-9299

地区:北京-北京

咨询我

物业费包括什么？ 管理费和清洁费：绿化工具费、劳保用品费、绿化用水费、农药花肥
费、杂草清理费、景观再造费等小区绿化所需的养护费用，公共区域的清洁费，其中包
括工具、劳保用品、卫生防疫杀毒费、化粪池清掏费以及垃圾外运费和清洁卫生所需的
其他费用。 公共设备维修保养费：过道、门厅、楼梯以及道路等公共建筑内的各种土建
零修费等;还有日常水电、燃气以及消防等系统设备维修保养等费用。 管理及服务人员的
工资及按规定提取的福利费用：基本工资、按规定提取的福利费、加班费和服装费。这
其中不包含管理、服务人员的奖金，一般奖金是根据经济效益从盈利中提取的。 法定税
费：由国家统一规定的相关税物，如城市建设维护税、附加费用以及营业税等等。
解答于：2016-07-27 12: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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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北京-北京

咨询我

<\/s>139-1092-1786<\/p>\n 咨询我
<\/a>\n <\/div>\n <\/li>\n
\n <\/a>\n
\n \n
\n
王海英律师<\/a><\/p>\n
<\/s>135-5220-8367<\/p>\n 咨询我
<\/a>\n <\/div>\n <\/li>\n
\n <\/a>\n
\n \n
\n
赵延方律师<\/a><\/p>\n
<\/s>139-1189-7981<\/p>\n 咨询我
<\/a>\n <\/div>\n <\/li>\n
\n <\/a>\n
\n \n
\n
张志强律师<\/a><\/p>\n
<\/s>132-6191-0368<\/p>\n 咨询我
<\/a>\n <\/div>\n <\/li>\n <\/ul>\n
<\/div>\n
<\/div>\n <\/dd>\n\n\n\n\n\n\n"

热点法律问答
供暖打压，家里不经常住人，本人…

物业费收取标准 一级收费标准：1.00元/月.平方米(已包含税、费) 固定体育活动场馆不少
于二项设施，设专人24小时值勤，其中主出入口不少于12小时立岗值勤，公共楼道每天
清扫2次。 二级收费标准：0.75元/月.平方米(已包含税、费) 体育活动场地不少于一项设
施，门岗室整洁，人员统一着装。设专人24小时值勤，其中主出入口不少于10小时立岗

我是一名空调安装员，受公司指派…
楼上居民的邻居漏水到楼上居民家…
车辆签订了买卖合同，但不能过家…

值勤，公共楼道每天清扫1次。 三级收费标准：0.50元/月.平方米(已包含税、费) 固定活

我买的房子跟测绘出的面积差40个…

动馆所100平方米以上;有简单的体育活动器械、设施，门岗室美观整洁，人员统一着装，

我们的厨房在楼上漏水，楼上不住…

设专人24小时值勤，其中主出入口不少于12小时立岗值勤，公共楼道每天清扫2次。 四

我是二手房纠纷。我在北京。起诉…

级收费标准：0.35元/月.平方米(已包含税、费) 小区内公共区域(硬化地面、主次干道)每
天清扫1次。

你好！我家的住宅面积虽然不大，…

解答于：2017-01-02 19:19:55

前任老公婚后欠了负债，法院强制…

律师 免费咨询

电瓶车怎么托运

律师 免费咨询

电瓶车托运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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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买套房是买的房间。再过两…

最新律师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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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分钟
前
1.1万阅读

王贝贝律师已解答
房屋拆迁补偿费分割，…

7875阅读

23分
钟前

王皓律师已解答
房东和中介不退押金，…

房地产相关法律咨询

问 都江堰市垃圾清运费收费标准

问 垃圾清运费收费标准

答 要看具体地点，不是固定的

答 需要看收费依据是否合法，不服可起诉解决。

有 3 位律师解答

1小时
前

我借出去一套房子为期1…

有 1 位律师解答
1小时
前

问 生活垃圾清运费标准

问 齐市小区室外卫生费及垃圾清运费收费标准？

答 请咨询当地的物价部门。

答 不是什么事情网上都有的，去收费单位问问。

有 3 位律师解答

张建生律师已解答

边宇律师已解答
墙改成衣柜楼上漏水，…

有 1 位律师解答

最新律师评价
施振祥律师

"
北京律师推荐<\/p>\n
\n
\n <\/a>\n
\n \n
\n 杨云鹏律师<\/a>\n
房产纠纷,建筑工程,公司企业,企业法律顾问<\/p>\n
Tel: 186-0075-5517<\/p>\n 咨询我<\/a>\n <\/div>\n <\/li>\n
\n <\/a>\n
\n \n
\n 沈晶律师<\/a>\n
婚姻家庭,继承,房产纠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公司企业<\/p>\n
Tel: 135-2017-4402<\/p>\n 咨询我<\/a>\n <\/div>\n <\/li>\n
\n <\/a>\n
\n \n
\n 张颖律师<\/a>\n
婚姻家庭,继承,建筑工程,刑事辩护,债权债务,公司企业<\/p>\n
Tel: 131-2683-7129<\/p>\n 咨询我<\/a>\n <\/div>\n <\/li>\n
\n <\/a>\n
\n \n
\n 信金国律师<\/a>\n
起诉离婚,继承,婚姻家庭,妇女儿童权益,调解,诉讼<\/p>\n
Tel: 186-1169-5582<\/p>\n 咨询我<\/a>\n <\/div>\n <\/li>\n
\n <\/a>\n
\n \n
\n 张海霞律师<\/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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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律师的耐心解

北京用户3小时前 评价

张磊律师
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耐心

北京用户昨天19:27评价

田玉艳律师
一开始算是男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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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
Tel: 185-0033-2088<\/p>\n 咨询我<\/a>\n <\/div>\n <\/li>\n <\/ul>"

北京用户昨天16:34评价

热门法律知识
王岩珂律师

律师费收费标准
刑法

阅读量:350

北京用户前天 16:25评价

担保公司收费标准
债权担保

阅读量:2574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收费标准
著作权集体管理

阅读量:12004

物业费不包括垃圾清运费
物业管理费

阅读量:3145

厦门律师服务费收费标准
律师收费标准

解决了，谢谢你的专业

阅读量:2656

一般请律师的费用是多少钱
律师事务所咨询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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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万阅读

精选法律知识

装修垃圾清运费标准怎么定？
李研博律师 房地产 阅读量:2166

浙江省律师费收费标准
谭永欢律师 房地产 阅读量:265

工程预算收费标准
张慧进律师

2391次阅读

监理费取费标准是多少
瞿东亮律师

49648次观看

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是什么
张旖潇律师

13850次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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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在咨询
· 半夜入室杀人未隧凶手该不该句留

· 我在单位签合同是三年，现在工作两年领半个月，单…

· 我想咨询律师我和老公离时不给生活费再在我可以在…

· 双方互不追究的调解协议一方反悔协议是否有效

· 您好，请问一下未成年人被成人在学校恐吓，说要打…

· 贷款贷不下来，卖房的负责人说要冻结购房人的一些…

· 有没有离婚不离家这一说

· 鄱阳地区超生罚多少

· 冰雹把作物破坏完了，请问可以申请补助吗？

· 交通事故引发的刑事责任子女能报军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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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666-0996

回复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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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法律知识 / 查看解答 / 随时追问

(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8:00-21:00 )

案件接洽 / 合作加盟

热门城市：日喀则律师

焦作律师

上海律师

三门峡律师

保亭律师

潮州律师

漳州律师

长沙律师

内江律师

塔城律师

海北律师

长春律师

通辽律师

贵港律师

达州律师

白城律师

百色律师

来凤县律师

石鼓区律师

如东县律师

荣成市律师

剑川县律师

蒙自律师

耿马县律师

枣阳市律师

专业找律师：南京离婚律师

南京合同法律师

广州刑事辩护律师

重庆离婚律师

广州离婚律师

深圳医疗事故律师

上海合同法律师

郑州合同法律师

长沙房地产律师

热搜标签：律师收费标准

物业管理费标准

律师收费

刑事律师收费标准

空置房物业费收取…

上海市律师收费标准 仲裁律师费标准

医疗诉讼收费标准

诉讼费标准

珠海律师

热门区县：惠水县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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