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富力地产旗下北京“富

力家园”小区物业贪腐、管理严重

缺失、公共维修基金被盗等问题

被业主和媒体曝光。然而，这只

是物业管理纠纷的冰山一角。

近年来，关于小区物业纠纷

的话题不绝于耳，小区物业管理

之痛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近期，就有重庆市的业主向

记者反映关于小区公共收益和业

主 知 情 权 等 问 题 。 记 者 调 查 发

现，物业纠纷中诸多浮出水面的

问题只是表象，更多悬念、更多痛

点和难点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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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收益收支成谜 业主知情权难实现

小区大门、中庭花园、楼房外墙、电梯四壁……各类
广告渐渐充斥小区的各个角落。这些广告是怎么出现
的？明明是封闭式的小区，为什么会有摊贩进来摆摊设
点？那些无关的社会车辆又是如何停进小区的？

随着业主权利意识的提高，部分业主开始关注到这
些问题。

“我已经交足了物业费，那这些广告、摊位的收益
用到哪儿了？一年能有多少收益？怎么不见给我们分
红，也没有向我们公示过？”重庆市珠江太阳城小区的
业主张女士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疑惑，对小区物业提
出了质询，要求物业告知小区公共收益的收支情况、公
示情况。

物业一名工作人员干净利落地挡了回去：“我们没
有公示义务，因为我们是包干型物业公司，不是薪酬型
物业公司。”

在张女士的强烈要求下，物业公司负责人终于回复
称，公共收益是以一个专门账户存在公司，并表示依照
相关法律规定，公共收益的使用需要业主委员会讨论形
成多数意见决议，否则公共收益将只会用于小区专项维
修基金。

张女士进一步追问小区一年总共有多少收益，物业
负责人说不对某一位业主公开。

无独有偶，重庆市龙湖春森彼岸小区的一位业主也
有相似经历，不同的是龙湖物业并没有直接否认自己的
公示或告知义务，而是采用打太极的方式始终不予回答。

“长达一两个月的时间，十几次通话，多次微信沟
通，但龙湖物业一直推诿，要么说需要找财务要资料，要
么说查账需要业主请第三方独立审计机构去查。不管
我怎么解释，怎么表达诉求，他们就这样绕来绕去不做
回答。”龙湖春森彼岸小区业主王先生对记者说。

小区公共收益在法律上是究竟如何界定的？业
主是否享有知情权？物业公司是否应该向业主公示、
告知？

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
院教授黄忠。黄忠说，按照物权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
除非是城镇公共绿地、公共道路或者明示属于个人所
有，否则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
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物权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物
业服务企业根据业主的委托管理建筑区划内的建筑物
及其附属设施，并接受业主的监督。这意味着，公共收
益属于业主共有，业主享有对公共收益的知情权。

业委会主张集体权利 知情权属个人权利

业主实现知情权想来不是什么难事，然而在现实生
活中却举步维艰，即便是大型房企物业也在推诿和回
绝。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物业公司将不公开、不公
示的原因推给业主委员会。

珠江太阳城小区物业一方面说自己没有公示义务，
一方面又说即便要了解情况也要通过业主委员会或
20%以上的业主联名，不单独答复一位业主。龙湖春森
彼岸小区物业也提到因为龙湖的小区都没有业主委员
会，所以业主要查账需聘请第三方独立审计机构。

按照这些物业公司的答复，很多业主不理解，难道
不通过业主委员会，业主就什么权利都不能行使？

最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发布了物业服务纠纷
典型案例，渝北区法院民四庭庭长黄青松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业委会在法律上的地位的确非常重要，因为在
物业管理合同、物业服务合同中，业主的权利是属于全
体业主的集体权利而非个人权利，需要业委会或业主大
会主张才行，不能由个人进行主张。

然而，尴尬的是，目前重庆的多数小区都没有业主
委员会。业委会成立之难是物业管理的又一痛点。

黄青松说：“我们很多街道社区都开展了组织成立
业委会的工作，前期宣传发动工作都做了，最后选举时
业主却不来，业主对个人权利的漠视是导致业委会缺位
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业主之间利益不完全统一，有的业主担心业
委会成员侵占利益，“各人自扫门前雪”等想法以及诸多
现实问题导致业委会的成立一直面临困境。

据重庆市江北区五里店街道城市管理科李学赞介
绍，业委会属于自治组织，街道办只有协调督促的职能，
并不能去牵头成立。一个住宅小区成立业委会，需要
20%以上业主同意。“按照《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规定，
需要小区半数以上业主书面同意后才能由政府指定物
业所在地社区居(村)民委员会代行业委会的职责。而半
数以上业主书面同意存在实施困境”。

那么，业主的知情权是否属于集体权利，是否必须
通过业主委员会才能行使？答案是否定的。

黄青松说，业主知情权是一项个人权利，业主在知
情权受到侵害时可以向法院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业主
请求公布、查阅下列应当向业主公开的情况和资料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

金的筹集、使用情况；(二)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
则，以及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及会议记录；
(三)物业服务合同、共有部分的使用和收益情况；(四)建
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处分情况；
(五)其他应当向业主公开的情况和资料。”

职能部门人员不足 物业监管有待加强

物业纠纷逐渐增多，除了采用诉讼方式进行维权，
也有不少业主希望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管。对此，李学
赞说：“我们的工作主要是调解矛盾，街道对物业管理起
到的更多的是督促引导作用。”

比如对有些物业自称属于包干型物业公司不具有
公示义务这种情况，李学赞说：“按法律规定，公共收益
属于业主共有，物业公司必须进行公示。如果业主找到
街道，我们会对物业进行督促，要求物业公示公共收益
或联系物业查看账目。”

“政府部门本就应为老百姓做好服务，但我们现在
的工作也面临一些问题，一是责任划分，再就是人员配
备。”李学赞建议进一步细化监管职责。

据李学赞介绍，目前街道负责物业管理的专业管理
人员较少，五里店街道下辖 14 万多人，70 多个小区，但
只有城市管理科的 1 名工作人员在兼管，“希望能加强
人员配备，同时加强工作人员的法律培训”。

那么，对于物业公司的监管，房管部门是否有相应
职能和力量？重庆市国土房管局相关人员表示，“根据
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物业管
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根据《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
的相关规定，重庆市区县房管部门主要通过物业管理
区域备案、物业管理招投标的监督指导、物业服务合同
备案、日常巡查等方式对物业企业从事物业服务活动
进行监管”。

然而，在今年上半年物业服务企业“双随机”检查
中，重庆市国土房管局抽查的 20 家物业企业中，有 12 家
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记者调查也发现，因物业纠纷常涉及规划、环保等
多部门，物业监管中责任不明、配合不畅等问题时有发
生，这亦成为物业监管中的痛点、难点。

物业纠纷的频发也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近期，20
余位法律、物业界专家学者共同倡导发起成立中国物业
律师联盟，旨在通过标准化物业费清收、协助成立业委
会等方式，解决物业管理中出现的问题。 (法日)

开门上车，左手拽过安全带，右手顺势接过金属片
插入卡扣。

“上车第一件事就是系好安全带。”张萌侧过头对记
者说，“坐在副驾驶也一样。”

张萌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网络公司工作，4 年前拿
到驾驶证。“虽然驾校教练说上车后要先调好座椅、后视
镜，但自己的车开过一次就可以省去这些环节了。上车
系好安全带是最重要的。”张萌说。

不系安全带安全风险大

去年夏天，张萌和亲戚驾车回舅舅家，当时全车人
都没有系安全带。车辆行驶到一个岔口时，突然一辆电
动车急速驶出，两辆车距离很近，亲戚立刻踩下刹车，全
车人都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往前推去。

“坐在正副驾驶座的是两个亲戚，因为没有系安全带，
一个直接撞向方向盘，一个直接撞向挡风玻璃，幸亏他们
都伸出手在前面挡了一下，头部才没有受到伤害。我和姐
姐的身体也往前冲，胳膊结结实实地撞到前排座椅，当时
觉得自己的骨头都快骨折了，浑身剧痛。坐在我旁边的妹
妹就没那么幸运了，妹妹年龄小体重又轻，直接脱离座位
飞了起来，脖子被前排座椅蹭破了一大块皮。”张萌说，“虽
说大家的伤不严重，但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后怕。”

张萌告诉记者，对于有车一族来说，其实大部分人
都了解安全带的作用、不系好安全带的危险。

“我在网上看过一些视频，内容是机动车安全试
验。”张萌说，她对两个试验记忆深刻。在一个试验里，
每小时 40 公里的速度下急刹车，系了安全带的娃娃坐姿
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没有系安全带的娃娃的头向前倾斜
至座椅与挡风玻璃中间距离。在每小时 50 公里的速度
下急刹车，系安全带的娃娃安然无恙，而没系安全带的
娃娃身体向前倾，头部已经撞到了前挡风玻璃上。在另

一个碰撞试验里，工作人员把碰撞机器调整到时速 12 公
里，结果，在不系安全带的情况下，人也会飞出去。

亲身经历了一次事故，再加上观看各种试验视频，
现在，张萌每次上车都会先系好安全带，同时提醒坐在
副驾驶和后排的人系好安全带。

严格执法倒逼公民守法

在华夏银行太原分行工作的杜女士告诉记者：“无
论是坐车还是驾驶车辆，我都会系好安全带，就算是坐
长途大巴，我也会系好安全带。不系安全带的话，总感
觉不安全，系上了安全带心里就很踏实了。”

“实事求是地说，几年前，我身边的人都不太重视
系安全带，大家都认为不系安全带不会有啥事儿。对
于惯性伤害，大家也认为没那么可怕。”杜女士说，这几
年的情况就不同了，法律法规对系安全带的规定更明
确，而且交警查处的力度更大，这些让大家对系安全带
越来越重视。

杜女士说的相关规定，指的是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的修订后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其中
规定：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行驶
时，驾驶人未按规定系安全带的，一次记 2 分。

修订后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被称为
“史上最严交规”，自施行后，各地交警部门都加大了严
格执法力度。

比如，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湖北省武汉市电子警
察将正式开始抓拍驾车不系安全带的交通违法行为；今
年 3 月 25 日起实施的《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七
十五条规定，在配有安全带的座位就座时未使用安全带
的，对机动车乘坐人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
罚款；河北省秦皇岛市自 2016 年 4 月 20 日开始执行新的
交通执法标准，对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交

通违法行为不限区域道路进行抓拍；江苏省规定，在高
速公路上或城市快速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
安全带的，罚款 50 元、记 2 分。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
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的，罚款 50 元、不记分……

普法宣传提升安全意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上车系
好安全带”背后，除了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交警部门严格
执法等原因外，与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也有紧密联系。

“现在对这方面的宣传也越来越多，中小学都会组
织学生观看相关视频。我儿子和外甥女的学校对这方
面特别重视，很注重培养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杜女士
说，“就我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说，大家不光有自己主动系
好安全带的意识，还会提醒他人系好安全带。提醒他人
也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能帮助别人养成良好的习
惯，也是在为他们减少风险。”

北京市朝阳区方舟苑的居民张女士告诉记者，今年
7 月，他们一家四口去云南旅游。旅游期间多次坐车，每
次坐车时，导游都会提醒游客系好安全带，并且在开车
前会逐一检查有没有系好。“那名导游真的是特别心
细。前几年我们旅游时，很多导游都没有注意到这些小
事，一般都不会提。在旅游行业能注意到这样的小事，
可以说是人人都在努力，人人都在进步了”。

张女士说：“有一次我从北京南站打车回家，我坐在
后排没有系安全带，司机往后看了一眼，就说先系上安
全带才能开车。我原来以为这个只是个例，可后来我发
现我错了。从那次以后，每次打车，大部分司机都会往
后看一眼，看看我是否系好了安全带。如果我没有系安
全带，司机都会提醒我。这种好现象真的令我很吃惊，
可以说，大家的安全意识、守法意识都在提高。”（法制）

卖家“坐地涨价”
多被法院判败诉

日前，记者通过北京昌平法院、海淀法院和朝
阳法院近期的案件梳理发现，卖家“坐地涨价”或
者毁约违约，阻挠合同履行，通常情况下都不会获
得法院的支持。

房主愿双倍返定金

2016 年 7 月 27 日，王先生与史女士签订房屋
买卖合同，约定王先生向史女士购买位于昌平区
回龙观某小区的房屋，成交价格为 333.5 万元。

此后，王先生起诉称，合同签订后，他依约向
史女士支付了购房定金 10 万元、首付款 40 万元。
但因之后房屋价格大幅上涨，史女士明确告知自
己房子不卖了，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拒绝继
续履行合同。王先生遂起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史
女士继续履行合同，交付房屋、办理房屋过户手
续，并支付违约金。

史女士辩称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表示可以
双倍返还王先生购房定金 20 万元。

昌平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
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
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
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签订后，王先生依约履行
了支付购房定金及首付款的义务，史女士拒绝履
行合同构成违约，应依法承担继续履行、支付违约
金等违约责任。

最 终 ，法 院 判 决 王 先 生 向 史 女 士 支 付 剩 余
购房款，史女士协助王先生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并交付房屋，并判决史女士给付王先生迟延履
行违约金。

卖家反悔输了官司

金先生为方便孩子入托及上学，经中介公司
居间介绍，与张先生签约买房，合同约定房屋成交
价 226 万元整，合同签订后，金先生即按照约定向
对方支付了定金 10 万元和首付款 30 万元整。但
2016 年 4 月 25 日，卖家却短信告知其“房子不卖
了”，要求单方解除合同。金先生于是起诉请求法
院判令张先生继续履行合同并支付违约金。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金先生与张先生签订的
《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双方
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国家法律强制规
定。故法院确认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
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遵守履行。

张先生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单方通知金先生解
除合同，导致金先生无法完成后续的缴税、付款、
过户及抵押贷款手续，其行为构成根本违约。

法院判决金先生一次性给付张先生剩余购房款
186 万元；张先生协助金先生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
手续；张先生向金先生赔偿违约金20万元。 (新京)

某小区的居民楼电梯内张贴某小区的居民楼电梯内张贴

着着44个平面广告个平面广告

小区公共收益收支成谜 业主知情权难实现

物业纠纷增多曝管理难题

微信记录可作证据
由于微信使用的普及性，目前在诉讼中作为

证据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不仅仅局限微信支
付，在一些离婚纠纷、劳务纠纷、借贷纠纷等案件
中，微信记录也可作为证据递交法庭。

案例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借钱不还？

微信对账、催款记录帮忙要回来

郑州市的王女士与张女士原是朋友，2015 年
下半年，张女士以家里老人住院为由，借用王女士
信用卡先后刷卡 1 万余元。但一直没有归还。当
年 9 月至 10 月，王女士先后 8 次通过短信、微信方
式与张女士对账、催款。最终，两人对簿公堂。

法院认为，借款应当偿还。原告所提交的其
与被告的微信记录能证明被告张女士拖欠王女士
1 万余元借款本金没有归还的事实。最终，法院判
决张女士返还王女士 1 万余元及利息。

案例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感情不和要离婚？微信记录成凭证

方先生和夏女士 1999 年在河南省平舆县民政
局领取结婚证。婚后育有一子，但夏女士认为，双
方婚后经常发生口角，丈夫性情越来越古怪，行为
越来越偏激，多次通过短信、微信向她及她的朋友
发表“同归于尽”的危险言论。夏女士认为夫妻缘
分到了尽头，带着双方短信及微信截屏 5 页，作为
证据来到法院起诉离婚。

夏女士的证据是为了证明双方感情已经彻底
破裂，无可挽回。然而，丈夫方先生也提供了两人
感情好转时期的相关记录。最终，法院认为原、被
告结婚多年且生育有子女，双方具有一定的感情
基础、且在婚后共同生活中已经建立起了一定的
夫妻感情，没有判决离婚，并提醒夫妇俩，在夫妻
双方平时的生活中，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都在所
难免，面对问题、矛盾时，双方应寻找解决问题的
办法。只要双方在今后的家庭生活中多加沟通、
互谅互让、妥善处理家庭事务，夫妻感情和好、家
庭和睦还是有一定希望的。

案例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劳动报酬被克扣

“临时工”和公司都出具微信记录作证

家住河南省荥阳市的牛女士 3 年前到一家文
化公司应聘。工作半年，拿到的工资极低，她见公
司总是不签合同，便决定离开，但公司却以工作中
出错为由，扣了她最后一个月工资。法庭上，双方
提供的证据中，包括视频、音频、工作手册、账目明
细及微信记录。

根据相关证据，法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受法律保护。原告到被告处实际工作 6 个月余，双
方存在真实劳动关系。被告作为用工单位扣除一
个月试用期外，应当及时与作为劳动者的原告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被告未即时与原告订立劳动合
同期间的几个月，应当支付双倍工资 8510 元。此
外，原告自行辞职，被告未支付最后一个月工资
1617 元，无法律依据。最终，法院判决该公司给付
牛女士近万元的赔偿。 （大河）

机动车安全带经历“命运”之变背后，普法宣传提升安全意识

严格执法倒逼公民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