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开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文件

沪房物业 匚2018〕 41号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

关于开展物业服务企业
“
法人一证通

”
数字证书

在物业管理监管与服务平台注册工作的通知

各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各街道 (镇政府 ),各 区房管集团,

各物业服务企业:

为加强本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信息各案管理,营造诚实守

信的物业服务市场环境,提高物业服务行业的信息化管理水

平,根据国务院推进
“
放管服

”
与深化

“证照分离
”

改革的工

作要求及本市物业服务企业和项目经理信用信息管理的相关

规定,于 ⒛18年 3月 26日 至 2018年 5月 31日 在全市范围

内集中开展物业服务企业 “法人一证通
”

数字证书 (下称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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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证通
”)在物业管理监管与服务平台 (下称

“
平台

”
)的 注

册工作。具体工作通知如下:

-、 注册对象

在本市已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物业服务企业(包括

外埠物业服务企业在上海注册的分公司 )。

二、工作步骤

(一 )企业自行申报

各物业服务企业要根据本通知要求登陆上海市住宅物业

网 h⒒ p∶ 〃www。 962121。 net,在 网上办事栏目中点击 “
平台

”
,

使用企业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作为用户名和初

始密码登录后,认真查阅办事指南 (告知如何填报各项数据信

息),按照各数据项要求逐项填报。

(二 )项 目信息核实

各物业服务企业要主动向项目所在地的街镇房屋管理事

务机构提交物业服务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司公章 )、

全委托物业管理项目的物业服务合同、项目经理身份证复印件

(本人签章 )、 项目信息表 (通过
“
平台

”
打印并加盖公司公

章 )等书面材料,以供管理部门核实信息。

各街镇房屋管理事务机构要登录
“
平台

”,对本辖区内所

有的全委托物业管理项目(是指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

业服务合同中应当包含综合管理、公共区域清洁卫生、公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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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秩序维护、公共区域绿化养护及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

日常运行保养维修服务等各项服务内容的物业管理项目)和项

目经理的信息进行核实,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三 )企业信息核实

各物业服务企业在办理了所有管理项目信息核实后,要主

动向企业注册地所在的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提交物业服务企

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司公章 )、 物业服务企业诚信经营

承诺书 (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章,并加盖公司公章 )、 企业填报

信息一览表 (通过
“
平台

”
打印并加盖公司公章 )、 企业法定

代表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 (本人签章 )等 书

面材料,以供管理部门核实信患〈、|、 o

各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要登录
“
平台

”,对本辖区内注册

的所有物业服务企业信息进行核实,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并将

企业递交的物业服务企业诚信经营承诺书拍照上传至
“
平台

”。

三、工作要求

(一 )加强组织领导

各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街镇房屋管理事务机构和各物业

服务企业要充分认识此次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 强做好物

业服务行业信息化管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要切

实加强组织领导,倒 排工作计划,明确分管领导,细化工作方

案,精心部署、强力推进,确保上报
“
平台

”
信息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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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

(二 )严格排查核实

各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街镇房屋管理事务机构要切实加

强对物业服务企业和项目经理信息申报工作的指导和督促。对

存在虚报、瞒报、拒报相关信息或提供伪造、篡改资料情况的 ,

要按照有关规定对物业服务企业和项目经理予以记分处理。对

业务操作口径标准把握不准的,要及时向市房屋管理局请示确

认。

(三 )提高办事效率

各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街镇房屋管理事务机构要牢固树

立勤政高效、优化服务的理念,强化服务企业的意识,进一步

提高办事效率。对于物业服务企业和项目经理办理申报信息

的,应 当及时核实;对于信息申报无误的,应 当当场在
“
平台

”

办理注册,不得延误拖延。为方便企业办理信息申报等工作 ,

企业可拨打 962121热线进行咨询。

⒛18年 6月 1日 起,企业应当持经注册的
“法人一证通

”

登录
“上海市住宅物业网

”
办理物业管理项目招投标、物业服

务企业信息申报、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等业务,原 先的登录方式

一律失效。此次集中办理工作结束后,企业未办理注册或注册

后企业信息发生变更需重新办理的,应 当按照本通知要求办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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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

3、

物业服务企业诚信经营承诺书

物业服务企业填报信息一览表

住宅 (非 住宅 )物业管理项目信息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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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物业服务企业诚信经营承诺书

本企业郑重承诺在经营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务院《物业管理

条例》、《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及本市物业服务企业和项

目经理信用信息管理的相关规定,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符合国家

和本市规定的技术标准、规范;向 贵部门申报的信息与提交的

证明材料均真实有效,不存在隐瞒真实情况、伪造变造证明材

料等欺诈行为。

本企业郑重承诺已知晓存在下列行为:(一)将一个物业管

理区域内的全部物业管理业务一并委托给他人的;(二 )挪用专

项维修资金的;(三 )擅 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用途的;(四 )擅 自

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

途的;(五 )擅 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道路、场地,损 害

业主共同利益的;(六 )擅 自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各

进行经营的;(七 )物 业服务合同终止时,不按规定移交物业管

理用房和有关资料的;(八)与 物业管理招标人或者其他物业管

理投标人相互串通,以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的;(九 )不履行物

业服务合同,业 主投诉较多,经查证属实的;(十 )发生重太责

任事故的;(十一 )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将被列为本市重点

监管对象,纳入物业服务行业失信企业黑名单,将被实施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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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禁止进入市场等惩戒措施,并通过本市行业主管部门

官方网站等向社会公示。

本企业愿意主动接受房屋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并 已

知晓如发现上述承诺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将在本市物业服务企

业信用档案系统留下失信行为记录,并通过本市行业主管部门

官方网站向社会公示。

申请单位 (公章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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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物业服务企业填报信息一览表
注册所在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物业服务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由阝绍南 电话

由阝斧自 传真

全委托物业管理顼目情况

项目数量 项目总建筑面积

各业态物业管理顼目情况

顼目类型 项目数量 项目总建筑面积

住宅

非住宅

物业服务企业相关人员信息

法定代表人姓名 法定代表人手机号

总经理姓名 总经理手机号

企业联系人姓名 企业联系人手机号

物业企业双周查人员信息

姓名 手机号 姓名 手机号

企业名称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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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住宅物业管理项目信息申报表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区
项目地址 小区性质
街道办事处 (镇政府 )

总建筑面积
|物业费收费稹式

物业合同起始日期 物业合同终止日期
灰 FtL砹备佰 思

非机动车充电点位数 电梯数量
消防泵和生活泵数 有无监控室
彻业营理顼回相关人员信息

坝 曰绽 埋 胜 筠 项目经理手机号
物业管理处电话 物业管理处地址
T//J亚 5目 饣r猞

肆筑类型  |有无电梯 房屋用途 收费类型 物业费收费标准

恃牛忸绥昱皮 叹贸杯雁

车位类型 数量 收费标准
地面停车位

地面机械式停车位

地下停车位

地下机械式停车位

企业名称 (盖章 )

项目所在区

街道办事处 (镇政府 )

物业合同起始日期 物业合同终止日期

地面机动车位数 地下机动车位数
物业管理项目相关人员信息

项目经理姓名 项目经理手机号
物业管理处电话 物业管理处地址

企业名称 (盖章)

非住宅物业管理项目信息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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