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收益不公开，用在哪儿不知道，是不少小区共同面对的管理困
境。

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受人力、管理能力等方面因素的影
响，业主委员会、业主不可能去具体参与公共收益管理等工作，公共收
益费用收取、管理、使用，一般情况下是物业一手操办。这种缺乏监督
的管理机制，造成了“糊涂账”。有的住户甚至不知道还有公共收益这
回事。

要将小区公共利益拉回“正轨”，首先是加强业主的法律意识，小区
公共收益属于全体业主所有，不能被物业牵着“鼻子”走；其次物业要规
范自身的管理行为，未经业委会授权，不能随意支配小区公共利益；另
外就是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督管理，强化问责制度，保障小区公共利益，
小区公共事务由业主说了算。

公共收益咋办 业主说了算

3 运用法律参与监督

2 收益成了“灰色地带”

乔燕给记者粗略算了
一笔账，他们小区共 20 栋
楼，按 80部电梯，每部电梯
内一个电子屏广告牌计
算。一年下来，仅电梯广告
收入就有几十万元，加上停
车费等其他收益，是一笔不
小的数目。

这么大一笔钱，物业公
司都干了什么。记者在走
访中了解到，我市定期对公
共收益进行公示的物业公
司很少，有业主委员会的小

区情况相对好一些，比如万
柏林区的紫荆假日小区，业
委会把小区公共收益的结
余额，给 700余户业主发放
米、面、油、红包、停车卡等
福利，让其他小区的业主们
羡慕不已。采访中，有的物
业公司表示，公共收益的费
用补充了公共维修基金，用
在了小区绿化、车位维护和
电梯投保等方面。但对于
为何不对公共收益相关明
细进行公示，多数物业工作

人员不明确答复，有的甚至
拒绝回答。

对于小区公共收益，一
位曾在多个小区从事过物
业管理工作的张先生告诉
记者，目前很多高层住宅
小区的公共收益都是由物
业公司支配，是物业收入
的重要来源之一。“如果没
人过问，相关部门又缺少
监管，那么小区公共收益
的收支就成了财务管理的
隐患。”

1 公共收益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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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公共收益咋成了糊涂账
电梯广告费、停车费、公共设施收入……一个住宅小区的公共收益，每年动辄数十万元

甚至数百万元，这些收益都去哪儿了？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住宅小区公共收益账目公布
不规范或鲜见公布，大都沦为一笔糊涂账。

“做拖把的品牌有
很多，但很少像大卫这
样，专门做拖把，做得
更专业，大卫，拖把专
家……”这是文兴路一
家小区 11 号楼电梯内
电子屏广告牌内容。

“我每天要听好几回，
已经被洗脑，广告词背
得比黄晓明还熟，但是
收益业主一分钱没见
着。”业主王杰说，除了
电梯内的广告，院子里
还安装了出售纯净水的
自动售卖机、借书柜、果
蔬无人销售柜，这些应
该都是有收益的。但无
论是广告收益，还是公
共区域设施经营所得，
都是一笔糊涂账。

南中环桥西一小
区的住户乔燕近期刚
换了房子，她说，新搬

进这个小区发现，公共
区域广告就比较多，比
如电梯间，时常就能看
到一些药品、家居等广
告。就连小区物业管
理公告栏都有近一半
的面积被装修、宽带网
等各类广告占据。“至
于这些广告收益有多
少，用在哪里，我们就
不知道了。”

上述小区存在的情
况不是个例，记者采访
的9个住宅小区中，公共
区域都有广告张贴。采
访的 12 位业主中，有 4
位业主表示，他们曾多
次找物业希望公示公
共收益，但是物业却藏
着掖着不给看。他们也
曾在业主群中要求投放
电梯广告须经过业主同
意，但都石沉大海。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小区公共收益包
括：占用小区属于业主共有的道路、绿地或
者将其他场地作为停放车辆的车位收益；
公共区域内租赁摊位租金、摊位费、入场费
和场地费等收益；公共区域的广告收益，如
电梯间广告、楼道广告、户外广告等收益，
如何保证这些收益用之于民呢？

去年 1月 1日施行的《民法典》，作出了
明确规定。《民法典》第 282条中规定：建设
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
用业主的共同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
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也就是说，
《民法典》明确了利用小区业主共有场所产
生的收入，属于业主共有。同时，第 283条
规定：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费用分摊、收
益分配等事项，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
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业主专有部
分面积所占比例确定。

关于公共收益的账目公开，《民法典》
第 943规定：业主共有部分的经营与收益情
况，物业公司必须向业主定期公开，并向业
主大会、业主委员会进行报告。这意味着，
小区公共收益不应是“糊涂账”。对此，省
房协相关人士建议消费者，成立业主委员
会，拿起法律武器，参与小区治理，维护自
身权益。 记者 贺娟芳

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讯员 马
卓）1月 12日市邮政管理局消息，这几天
市民购买壬寅年虎年生肖特种邮票的
热情高涨。为确保邮票发行合法合规，
保障集邮爱好者权益，我市全覆盖式检
查该特种邮票发行。据悉，我市共有 8
个网点提供该邮票的零售服务。

壬寅年特种邮票是中国生肖邮票
第四轮中的第七套。目前，我市以下邮
政网点提供零售服务：古交市邮政中心
营业厅、阳曲县邮政中心营业厅、车站
邮政营业厅、二六四邮政营业厅、迎泽
西邮政营业厅、并州路邮政营业厅、坞
城路邮政营业厅和北肖墙邮政营业厅。

连日来，市邮政管理局执法人员实
地检查发现，销售网点此前均按照要求
向社会公布了该套邮票名称、枚数、面
值等邮票信息，同时也将销售时间、种
类、价格、零售数量进行了公布。防疫
措施方面，各销售网点现场有专人进行
检测、登记，并根据场地大小对用户实
施限流入内；要求用户佩戴口罩，排队
期间保持 1 米以上距离间隔，同时对零
售数量较大的网点还增配了安保人员
进行疏导。

市邮政管理局表示，将持续关注集
邮用户关心的热切问题，严格做好邮票
发行监督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晓琳）充分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更好履行消
费维权职责。1 月 12 日，记者从
省消协第三届理事会第三次会
议上获悉，2022 年，该协会的服
务将更加“接地气”，通过重点抓
好特殊人群及领域的消费教育
引导，以及不断创新维权方式
等，继续努力当好消费者的“娘
家人”。

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对
消协做好消费维权工作提出了新
的更高要求。在坚守消费安全底
线，助力山西全方位推动高质量
发展中，省消协将顺应消费新趋

势，深化消费教育引导，做好消费
知识宣传教育、消费问题咨询服
务，充分发挥商品比较试验、消费
警示提示作用，为消费者科学理
性选择商品和服务提供有效支
撑。

今年将重点抓好老年人、
青少年学生等特殊消费人群和
农村、金融、预付消费等重点领
域的消费教育引导，积极与媒
体深度合作，开办消费教育栏
目，大力普及消费维权知识，引
导消费者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提高自我保护和维权能力等。
同时，聚焦投诉热点、维权难

点，不断创新维权方式，综合运
用调解、约谈、曝光、公益诉讼
和支持诉讼等手段，及时化解
消费纠纷，切实维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

针对消费者反映强烈的消
费堵点、痛点问题，有计划地开
展消费者满意度调查、消费体
验、消费评议等活动，进一步畅
通投诉渠道，推进线上线下投
诉直通车“绿色通道”建设，同
步发挥律师团等专业优势，提
升投诉处理效能，让消费者投
诉进得了门、找得到人、办得成
事。

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讯
员 马卓）春节将至，我市各个
快递企业迎来了节前的收寄高
峰。1 月 12 日市邮政管理局提
醒，市民若是向家人或朋友寄递
贵重或易碎物品，最好为快递包
裹“保价”。如此一来，一旦出现
快递丢失、损坏等纠纷，可以根
据保价的价格进行索赔，减少损
失。相反，如果不保价，只能按
格式合同的约定赔偿。

近来有不少市民关心：如果

快递延误、丢失、损毁，该如何维
权。对此，市邮政管理局有关人
士介绍，消费者遇到延误、丢失、
损毁以及侵权、服务不到位等问
题，可以先向快递企业投诉，若
是企业 7天未答复或对企业答复
不满意，可拨打电话“12305”向邮
管部门申诉。

对于消费者而言，从网上买
下的“宝贝”，要经过一路颠簸才
能送到手中。因此，收到快递
后，收件人首先要看一下快件的

外包装是否完好，然后再签收。
在寄快递时，应仔细阅读运

单上的服务标准，尤其是贵重或
易碎物品时，可自行选择保价或
不保价的寄递方式。

记者了解到，我市快递公
司对未保价的丢失快递，赔偿
金额多在运费的 3 倍至 5 倍之
间。而如果是保价的快递发生
丢失，则按照保价金额赔偿，保
价费用多在保价的 3%至 5%之
间。

发快递 贵重物品别忘“保价”

生肖邮票发行
我市全覆盖式检查

省消协 今年“工作预报”亮点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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