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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B37/T 1997—2019《物业服务规范》分为十一个部分：

——第1部分：通则；

——第2部分：住宅物业；

——第3部分：中小学物业；

——第4部分：高校物业；

——第5部分：医院物业；

——第6部分：写字楼物业；

——第7部分：商场物业；

——第8部分：工业园区物业；

——第9部分：高铁客运站物业；

——第10部分：民用机场物业；

——第11部分：公共场馆物业。

本部分为DB37/T 1997的第8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DB37/T 1997.7—2011。

本部分由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部分起草单位：山东省房地产业协会、山东东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山东博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众成标准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井坤、李华山、李承鑫、李一民、苏江海、袁爱娟、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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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服务规范 第 8 部分：工业园区物业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工业园区物业服务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服务内容、服务要求、服务评价与改进。

本部分适用于山东省行政区域内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在封闭式工业园区提供的物业服务。其他工业园

区物业服务参照执行。

注：业主或物业使用人与物业服务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本标准选择服务内容，增减服务项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5201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DB37/T 1997.1—2019 物业服务规范 第1部分：通则

DB37/T 1997.6—2019 物业服务规范 第6部分：写字楼物业

3 术语和定义

DB37/T 1997.1—2019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基本要求

应符合DB37/T 1997.1—2019第4章的要求。

5 服务内容

应符合DB37/T 1997.1—2019第5章的要求。

6 服务要求

6.1 房屋及配套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的使用、管理和维护

6.1.1 应符合 DB37/T 1997.6—2019 6.1 的要求

6.1.2 配合业主或物业使用人做好装修工作，提供装修便利服务。

6.1.3 巡查园区内道路，发现破损及时修补。

6.1.4 定期检查窖井井盖，发现凹陷、破损、缺失及时处理，应对车辆碾压井盖做降噪处理。

6.1.5 定期检查沟、渠、池、井、地下给排水管道，发现堵塞及时进行疏通清洗。

6.1.6 巡查共用管线，发现违规行为及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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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公共绿化养护

6.2.1 制定物业服务区域绿化养护方案和绿化管理制度，并做好服务工作记录。

6.2.2 根据服务区域绿化实际需要，配置专、兼职绿化服务人员。

6.2.3 根据季节要求，对园区内植物、草地、花卉等进行定期养护。

6.2.4 重大节日宜进行绿化装饰，如绿化小品、花卉摆放等。

6.2.5 绿化养护要求参照 DB37/T 1997.1—2019 附录 A，表 A.1。

6.3 公共区域环境卫生维护

6.3.1 配置专职保洁服务人员，明确保洁责任范围，实行定时定点保洁和流动保洁。

6.3.2 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设置相关环境卫生设施，在主要进出口设置果皮箱，在适当位置放置垃圾（卫

生）桶，设置垃圾中转站，在集中装修期间应有临时垃圾堆放处。

6.3.3 室外公厕、垃圾中转站应正常使用。

6.3.4 生活垃圾日产日清，装修垃圾专门管理并督促及时清运。

6.3.5 园区内道路干净、整洁，无垃圾、污物。

6.3.6 雨雪天气应采取防滑措施，特殊部位保洁要做好安全防护。

6.3.7 适时开展卫生防疫活动，配合做好突发性传染病控制。

6.3.8 保洁服务要求参照 DB37/T 1997.1—2019 附录 B，表 B.1。

6.4 公共区域秩序维护、安全防范等协管事项服务

6.4.1 出入管理

6.4.1.1 实行封闭式管理，出入口实行 24 小时值班。

6.4.1.2 对进出园区的人员、车辆、物品实行查验放行制度，对外来人员和车辆、物品的进出应做好

记录，记录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日。

6.4.1.3 来访接待使用文明用语，必要时引导访客至指定区域。

6.4.1.4 根据园区内的实际情况规定车辆行驶路线，对进出园区的车辆进行有效疏导，保证出入口的

通畅。

6.4.1.5 对于园区内不予对外开放的区域，应协助相关业主或物业使用人做好出入限制工作。

6.4.2 监控管理

6.4.2.1 监控室内实行专人 24 小时值班。

6.4.2.2 监控设施齐全，保证对出入口、内部重点区域的安全监控、录像及协助布警。

6.4.2.3 确保监控室内电话畅通，接听及时。

6.4.2.4 监控录像保持完整，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日。

6.4.3 巡查管理

6.4.3.1 根据园区内实际情况，制定相对固定的巡查路线。

6.4.3.2 每日对园区内公共区域进行巡查。

6.4.3.3 巡查宜使用智能巡更系统，保留巡更记录。

6.4.3.4 巡查过程和监控室实行联动，收到指令，巡查人员应及时到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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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5 巡查中如发现可疑现象，应立即上报，并对紧急情况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

6.4.4 车辆运行及停放管理

6.4.4.1 加强对园区内特种车辆的监督，发现有不规范驾驶行为应及时劝阻。

6.4.4.2 指定车辆的停放区域，实行专人管理，保证车辆停放有序。

6.4.4.3 定期维护车场内监控装置、照明装置、消防设施、门禁、车辆限速及指示标志。

6.4.4.4 非机动车应定点集中存放，整齐有序。

6.4.5 货物装卸管理

6.4.5.1 提醒、引导车辆在指定区域和规定时间装卸，防止阻塞通道。

6.4.5.2 应提示业主或物业使用人使用货梯运送货物。

6.4.5.3 对液体、超长、尖锐、粉状等特殊形态货物运送加强监督，防止污染环境和损坏货梯。

6.4.5.4 督促货物装卸后的现场清理工作，保持环境整洁。

6.4.6 环境污染控制

6.4.6.1 协助业主或园区管理方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宣传，加强物业使用人环境保护的意识。

6.4.6.2 对园区内危险品储存、废弃物处置等行为进行监督，发现违规行为及时劝阻，劝阻不成应报

告主管部门。

6.4.6.3 发现有化学品泄露、废弃物污染园区环境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6.4.7 消防安全管理

6.4.7.1 消防设施维护管理应符合 GB 25201 的要求。

6.4.7.2 消防安全防范管理应符合国家和省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6.5 客户服务

6.5.1 接待服务

6.5.1.1 设置并公示 24 小时服务电话，服务场所每日工作时间不少于 8 小时，工作时间应有现场接待

人员。

6.5.1.2 提供多种接待途径，包括但不限于现场接待、接听电话及传真、收发信函及电子邮件。

6.5.1.3 接待服务应用语文明、礼貌、规范。

6.5.1.4 对业主或物业使用人的咨询、求助等事项，应及时答复，现场不能及时答复的应上报，并反

馈。

6.5.1.5 受理服务事项应进行记录并存档。

6.5.2 迁入迁出服务

6.5.2.1 物业使用人迁入迁出应通过业主或园区管理方的许可。

6.5.2.2 迁入服务主要包括：

——登记业主或物业使用人信息资料、获取相关有效证件复印件；

——发放并简要介绍管理规约、公用事业开通接驳服务和业户手册等；

——签署相关文书、收取相关费用；

——办理房屋及钥匙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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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3 迁出服务主要包括：

——登记有效的联系方式；

——结清各项费用；

——办理房屋及钥匙交接。

6.5.2.4 业主或物业使用人迁入迁出时，应协助办理相关手续，并及时建档、归档。

6.5.2.5 告知业主或物业使用人停车地点、进出园区的搬迁路线、搬运时间、电梯使用规定等。

6.5.2.6 安排专人进行现场管理和协调。

6.5.3 报修管理服务

6.5.3.1 在双方约定的时限内处理业主或物业使用人的报修。急修应在 30 分钟内赶到现场进行紧急处

置。

6.5.3.2 受理报修服务应做好记录。

6.5.4 特约服务

6.5.4.1 根据业主或物业使用人实际需求，选择做好特约服务。

6.5.4.2 特约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商务配套服务，如票务服务、会务服务、复印装订等；

——生活配套服务，如餐饮、购物、班车等；

——厂房租赁代理服务；

——公寓管理服务；

——其它服务。

6.6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6.6.1 制定常见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建立快速响应机制。

6.6.2 明确突发事件处理责任人。

6.6.3 事件发生时应及时告知业主或物业使用人，重大突发事件按规定上报，并协助采取相应措施。

6.6.4 定期对相关人员进行应急预案培训。

6.6.5 每年组织一次以上应急预案演练。

6.6.6 突发事件包括但不限于：

——突发火灾；

——意外伤害；

——危险化学品泄漏；

——爆炸等。

7 服务评价与改进

应符合DB37/T 1997.1—2019第7章的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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