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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哪些收益是公共收益,
主要来源何处

在宁波各小区中，目前的公共
收益主要来源于小区公共部位、共
用设施设备经营所得。具体可分为
七大类：1、利用小区公共区域的
广告收入。比如电梯广告费、公共
场地广告费、公共外墙广告费等；
2、停车位收入；3、租赁摊位收
入。比如公共场地摆摊、废品收购
进场、商家进小区设点售卖、企业
进小区宣传等收费；4、公共配套
活动场地经营收入。比如小区会
所、游泳池、运动场地等经营收
入；5、部分通信运营管理费。比
如通信运营商入场费、通信基站占
地费、屋顶信号接收占地费等；
6、因损坏小区的公共设施进行的
赔偿或残值；7、物业管理用房等
经营收入。

小区公共收益，是否都归
全体业主所有

根据 《物权法》 第七十条规
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
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
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
和共同管理的权利；第七十三条
规定：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
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
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
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
示属于个人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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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小区车位问题，《物权

法》第七十四条还强调：占用业主
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
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

据上所述，源于业主共有的小
区公共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等的经
营所得，首先应为全体业主共有。

小区公共部位的管理与经
营，谁说了算

根据 《物权法》 第九十六条
规定，共有人按照约定管理共有
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或
者约定不明确的，各共有人都有
管理的权利和义务；第九十七条
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
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
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
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
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
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关于小区公共部位的管理与经
营，《浙江省物业管理条例》 第四
十七条也作出了明示：利用物业共
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活
动的，在征得相关业主、业主大
会、物业服务企业同意后，方可向
有关部门申请办理审批手续。

换句话说，任何私自把公共区
域出租作为经营的，都是违法行为！

这些公共收益，可以直接
分配给业主吗

去年，宁波海景花园小区的物

业公司曾直接给每户业主发放了
1000 元超市卡。这在宁波引发了
一场不小的轰动！其他小区的居民
羡慕不已，直呼“太壕了！”海景
花园小区业委会负责人表示，发红
包的钱主要来自于社区的公共收
益。那么，公共收益可以直接分配
给业主吗？

其实不然。业主所得收益，主
要应补充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用于
小区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
修、更新和改造。

宁波市住建委进一步解释，
根据 《物业管理条例》 第五十条
和 《浙 江 省 物 业 管 理 条 例》 规
定：业主所得收益主要用于补充
专项维修资金，也可按照业主大
会的决定用于物业管理方面的其
他需要。

根据 《宁波市物业专项维修
资 金 管 理 办 法》 第 二 十 一 条 规
定，以下四类资金应当按规定及
时转入业主的专项维修资金分户
账户：一是物业共用部位、共用
设施设备的经营所得，但业主大
会另有决定的除外；二是扣除维
护车辆停放场地及设施有效使用
和停车管理的必要的开支外，占
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
设置的车位停放汽车收取的停车
费 ， 但 业 主 大 会 另 有 决 定 的 除
外；三是物业管理经营用房的租
金或收益，但业主大会另有决定
的除外；四是共有设施设备报废
后回收的残值。

也就是说，将小区经营性收入
作为福利派发给业主，这事看上去
很美，有利于联络感情，但也有可
能产生小区维修基金得不到及时补
充的后果，所以值不值得提倡，还
有待商榷。

各种途径的小区收入，业
主该如何监督

根据《宁波市住宅小区物业管
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物业企
业应当于每年 3月底前在物业管理
区域内的醒目位置公布上一年度相
关物业服务经费收支、使用等情
况，接受业主的监督。

物业服务企业实行物业服务
酬金制收费方式的，应当公布物
业管理各项资金的收支情况；实
行包干制收费方式的，应当公布
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以
及 相 关 场 地 经 营 所 得 的 收 支 情
况。

没有成立业委会，小区公
共收益由谁代为监管

很多网友最关心的、也最容易
碰到的一点是：一个小区刚交付，
业主委员会还没成立时，小区公共
部位的经营性收入该由谁监管？

市住建委称，这也是有明确规
定的。根据《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
会指导规则》第五十八条，因客观原
因未能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
委员会人数不足总数的二分之一的，
新一届业主委员会产生之前，可以由
物业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在街道办事
处、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下，
代行业主委员会的职责。

律师提醒，法律规定小区公共
部位的产权属于全体业主所有，因
此，小区公共收益，业主有权要求
公开。在对小区公共收益有异议
时，您可以通过以下方法了解情况
并维权：1、要求查看物管公司或
业委会账目明细；2、与业委会或
物业进行沟通；3、向当地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投诉；4、向业委会投
诉，请业委会作为主体起诉，维护
全体业主的公共利益。此外，如对
业委会有异议，也可由小区业主推
选诉讼代表，由诉讼代表行使代表
权，作为主体起诉业委会。

公共收益属全体业主所有，应
该为广大业主服务，每一笔收支都
应该在阳光下进行，只有多方的共
同监督，让公共收益用在实处，才
能造福小区居民，维护广大业主的
权益。

您家所在小区的物业账单晒出
来了吗？如果您对这份账单还有其他
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参与交流：

1、登录宁波民生 e 点通问政
平台提问；

2、微信搜索“nb81850”或直
接扫描下面二维码后，关注宁波 e
点通后，直接提问；

3、拨打民生热线 81850000 提
问。 （高洁 海文）

又是物业晒账单的时候了
小区“公共收益”您看懂了吗

楼道和电梯广告天天见，地

面和地下停车位爆满，公共场地

上卖棉被、装宽带、办信用卡

……您家小区里，这样的现象是

不是司空见惯呢？你有没有想

过，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涉及一笔

与您相关的“钱”呢？

3 月底到了。各小区的物业

又按《宁波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

条例》 中的规定“晒”起了账

单。不少网友很仔细，他们在认

真研读后，就账单上的“公共收

益”一项，通过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的问政平台，在线与有关

部门以及律师进行了交流。

相关问题小编整理如下，希

望有助于各位亲看懂晒在家门口

的物业账单，并更好地参与和监

督小区的物业管理。

记者帮您跑现场

网友“娃~娃~鱼”在中国
宁波网民生 e点通问政平台发帖
说，在江厦公园发现两个玻璃形
的金字塔，一开始不知道是什
么，看完边上的碑文，才知道玻
璃房里存了个宝贝，那是宋代木
船上的锚，叫木椗，迄今已有千
年历史。可是，在玻璃房外走了
一圈，却看不清木椗的真面目，
因为玻璃房内有大量的积水！

千年宝贝竟这样被浸泡在积
水中，真是让人心疼！负责管理
江厦公园的海曙区经信局获悉后
立即通知相关部门前往现场进行

了清理。
上周，记者来到现场，发现存

放木椗的玻璃房已焕然一新，玻璃
很明净，里面已没有积水和藻类，
那根宋代流传下来的千年木椗清晰
可见。

据玻璃房边的碑文介绍：这根
木椗发掘于吴淞口，由龙飞君收
藏、修复后归于江厦公园。由于元
代以后，船只普遍改用了铁锚，所
以流传至今的木椗很是稀有。

海曙区经信局有关负责人向记
者表示，以后会有工作人员经常前
去清理这个玻璃房。 （廖业强）

江厦公园千年木椗重现美丽真身

宁波网络民生服务平台——中
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开通两年多
来，已汇集了近 9万条网友诉求和
几乎是同等数量的部门回复。

这 些 诉 求 也 许 很 “ 鸡 毛 蒜
皮”，这些回复也许很细碎平凡，

但正是这不起眼的一点一滴，体现
着市民朋友对这座城市的牵挂与热
爱，展示着职能部门小事亦民生的
态度与情怀，累积着宁波文明的进
步与美好。

民生无小事。这些“小事”是

构成宁波“大事”的“细胞”。小
“细胞”健康了，相信我们的大
“肌体”一定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美丽宁波，一起建设。您如果
有心里话要说，欢迎通过以下方式
参与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的“网

络问政”：
1、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

通问效平台；
2、微信搜索“nb81850”，关

注“宁波e点通”后直接编辑发送；
3、拨打热线电话81850000。

网友“宋先生”反映，海曙区
郎官小区是敞开式小区，53 幢附
近有几家棋牌室，有些居民打牌
时内急，就在对面墙角处随地小
便，导致周围臭气熏人。

上周，记者探访现场，并在郎
官小区 53 幢楼附近找到了这个
肮脏不堪的角落。为阻止这一不
文明行为，记者发现已有居民在
墙上贴出了“禁止小便”的公告，
并挂上了一个内藏自动播放器的
绿色小箱子。每隔一段时间，小箱
子里便会传出“社区是我家，文明
靠大家，请各位叔叔伯伯爷爷不

要在这里小便了！”的清脆童声，但
尽管如此，依然有人随地小便。

是否因为附近没有公厕，造成了
如厕困难？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记
者发现离棋牌室30余米处就有一座
公厕。只要多走几步，瞬间可到。

有关随地小便并造成某个角落
成为脏乱差的投诉，在民生 e 点通
问政平台上时常可见。不少网友对
此强烈抗议，并希望有关部门加强
管理。这一请求没有错，但记者在此
再次呼吁：各位亲，能否在类似细节
上有一种自律？您的言行，代表的是
一个城市的形象。 （石景）

公厕近在咫尺 多走两步就这么难吗

●现场之欣喜 ●现场之遗憾

玻璃房已焕然一新，千年木椗清晰可见。 （廖业强 摄）
离棋牌室30余米的公厕。

（石景 摄）充满尿臭味的墙角。

由市信用办和市文明办联合
主办，市信息中心 （市信用中
心） 承办的宁波市“大公杯”信
用知识竞赛活动圆满落幕。本次
活动旨在向社会公众普及信用知
识、加强诚信文化教育、营造诚
实守信的优良信用环境。

自 3月 13日活动开始至 3月
19 日活动结束，广大市民通过

“信用宁波”网站和微 信 公 众
号，以及报纸寄递的方式踊跃
参与答题，表现出了极大的热
情和支持。活动期间，参与答

题人数约 6 万人次，其中入围人
数超过 9000 人，显示出市民有较
强 的 信 用 意 识 和 较 高 的 信 用 水
平，对国家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我市全力打造“信用宁
波”都较为关注。市民还积极建言
献策，对信用建设工作提出了宝贵
的意见。

本次活动的 1500 名优胜奖已
在入围名单中产生，获奖通知将以
短信的方式告知获奖对象，奖品

（50 元话费） 也将于近日充值至获
奖手机号码。 （李知铮）

宁波市“大公杯”
信用知识竞赛圆满结束

部门回复精选

今年以来，市国税第二稽查
局面对纪检监察工作新形势、新
任务，立足单位实际，大胆突
破，推出“稽查人员廉政情况监
督卡”，由纳税人对稽查人员的
工作进行评价，强化第三方监
督，不断提升稽查工作的规范
化、合法化和透明度。

以“稽查人员廉政情况监督
卡”为载体，该局还充分发挥部门
优势，多角度、多渠道、多形式抓好
纪检监察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行政监察突出“实”。围绕
局中心工作开展行政效能监察，
尤其进一步加大对相关业务科室
的监督制约，并对相关稽查干部
的工作态度、工作效率、服务质
量等情况每月至少进行两次检
查，使纪检监察工作贯穿于工作
的全过程。

党风廉政教育突出“防”。

高度重视廉政教育工作，采取明确
权责清单、倒逼责任落实的方式，
进一步压实管党治党的责任。重点
落实一岗双责，强化责任意识；创
新廉政宣教，强化预防工作；完善
制度建设，强化责任追究，不断提
升党风廉政宣教水平。

政风行风建设突出“真”。立
足本局职能，结合稽查工作实际，
优化统一稽查工作流程，推行全程
说理式税收执法，成立依法行政工
作领导小组，积极创建法治税务示
范基地，切实增强税收执法的公开
性与透明度，提高税收执法的说服
力与公信力。

案件查处突出“严”。围绕
“畅通信息投诉渠道、发挥部门协
调作用、突出稽查办案重点”来强
化案件查处力度，进一步明确规范税
务稽查工作，优化统一举报案件、协
查工作、文书送达等工作流程。

监督卡让纳税人监督稽查者

部门新措

宁波轨道交通电缆
是否合格

不少网友：西安发生问题电
缆事件，请问宁波对地铁电缆是
否有排查？使用的电缆是否合
格？是否有权威部门的检测报
告？

轨道交通指挥部：近日其他
城市发生“地铁电缆事件”，宁
波轨道交通高度重视，对电缆使
用情况进行了排查。宁波轨道交
通没有采购过涉事的奥凯电缆，
请市民放心。宁波轨道交通一直
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坚持质量源
头管理。今后，我们将继续坚持
对关键设备、材料的全过程管
控，确保建设安全和运营安全。

建立家庭共济网后
能否支付防疫疫苗费用

网友“5140”：带娃去梅墟
街道卫生院打自费疫苗 （已将小
孩加入家庭共济网），收费员坚
持要付现金，建立共济网后难道
不能用本人的医保卡支付么？

市人社局：若您的小孩参加
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且
已加入家庭共济网，在本市定点
医疗机构使用国家扩大免疫规划
外的预防性免疫疫苗的，可以使
用共济网内家庭成员共济健康账
户支付疫苗费用，疫苗费用直接
使用小孩的医保卡进行结算。我
们已致电告知梅墟街道卫生院。

企业编制退休时
养老金与职称有关吗

网 友 “nb575”： 企 业 编
制，退休前有职称，并且单位也
是聘任的，退休时养老金领取额
度会考虑职称吗？

市人社局：养老金计发办法
是国家及省级政府统一制定的，
地方没有权限。目前有关办法主
要参数是社会平均工资、缴费年
限、缴费基数等，如具有单位聘
任职称，一般情况下月工资水平
高于工人，则通过缴费基数来体
现，最终会反映在退休待遇上。

奉化去宁波中心城区
将会开通几条公交线路

手机尾号为“2892”的网
友：目前，奉化已经开通了 3条
开往宁波中心城区的公交线路。
今年还会增开几条去中心城区的

公交线路？
奉化区：自实施城乡公交一体

化改造以来，结合撤市设区，奉化
已开通了 181路 （奉化西站—宁波
火车站）、186 路 （潘火高架—滨
海新区）、987 路 （溪口客运中心
—宁波火车站） 公交线，正式形成
与宁波中心城区中、东、西全方位
对接的公共交通网络，同时，开通
218 路、219 路、675 路、675-1 路
公交与鄞州区公交的对接，为奉化
与宁波两地市民提供更加便捷的公
共交通出行条件。

另外，3 月底还计划开通溪口
集散中心经滕头、江口至宁波火车
站南广场的大站停靠公交旅游专
线，以进一步完善奉化至宁波中心
城区公共交通服务体系，也将吸引
更多宁波中心城区市民来奉化观光
旅游、休闲度假。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框架
不断扩大，公交越来越难以实现一
站式服务到位的需求，“零距离换
乘”成为公交服务发展的首选目
标，如市民欲通过乘坐公交车至宁
波其他各区，请合理选择公交线路
进行换乘。

有资质的脐带血库
宁波是否也有

网友“猪猪的窝”：最近去妇
幼保健院做常规检查，有工作人
员推荐母体脐带血的收集和保存
服务。请问宁波有哪些定点医院
或者是妇幼机构的储存是可以信
赖的呢？

市卫计委：根据省规定，浙江
省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是我省唯一
一家获得血站执业许可证的脐血
库。我省脐带血造血干细胞项目实
行分片负责运营，湖州和嘉兴行政
区域由协和华东干细胞基因工程有
限公司负责，省内其他地区由浙江
绿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两者
不得跨区经营。

白峰码头至普陀山
快艇现在还有吗

网友“动局大带鱼”：白峰码
头至普陀山的快艇现在还有吗？

北仑区交通运输局：舟山海峡
轮渡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的白峰至普
陀山快艇航线目前执行冬季班次，
计划每天双向对开 4个班次，具体
时刻表为白峰开：8∶00、9∶30、
14∶15、15∶45；普陀山开：8∶00、
9∶30、14∶15、15∶45；票价每
人 85 元，具体班次以站内信息为
准。 （海文 高洁）

NO.NO.11

NO.NO.22

NO.NO.33

NO.NO.44

NO.NO.55

NO.NO.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