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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488402元，
中奖总金额为153126元。

每注金额
0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4236期
中奖号码

07 14 16 17 22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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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431940元，中奖总金额为58212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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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4236期

中奖号码：430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6266440元
和9424256元。

“排列3”、“排列5”第14236期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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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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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102期
中奖号码：01 07 14 19 20 03 12

本期投注总额为160748402元,596966907.25元
奖金滚入下期一等奖奖池。

□记者 魏浩

本报讯 昨日下午，国家发改委发出
通知，决定将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
105元和100元，测算到零售价格90号汽
油和0号柴油（全国平均）每升分别降低
0.08元和0.09元，调价执行时间为9月1
日24时。

自8月19日油价调整后，我省93号
汽油执行的零售价为7.43元/升。此次油
价下调后，93号油价将低至7.35元/升。
郑州的一家民营加油站，昨日执行的93号
油价为7.1元/升，工作人员称，调价后，93
号油价将低至7元左右。

据了解，此次油价下调是成品油年内
首度“三连跌”，而上次“三连跌”则是在
2013年9~11月份。跌价的原因主要是今
年8月中旬以来，全球原油供应过剩，利比
亚、乌克兰等地缘紧张局势缓和导致国际
原油价格一直低位震荡。

5000亿住宅维修资金去哪儿了
部分沦为某些利益部门的“生财工具”

据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物业维修资金研究专业委员会的不完全统计，自1998年实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
办法至今，我国收缴的维修资金在5000亿元左右。近年来，随着许多建筑逐渐进入“中年维修期”和“老年危房
期”，急需启用维修资金。但这笔钱因申请手续繁琐、过程艰难，被称为“沉睡”的资金。

不过，记者近期追踪这笔钱的流向发现，实际上，这笔巨款并没有真正“沉睡”，它们不仅通过“钱生钱”悄然
增加，而且部分还沦为某些利益部门的“生财工具”。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是业主在
购房时需强制缴纳的。根据规
定，维修金是当地住宅建筑安装
工程每平方米造价的5%至8%。

如此庞大的一笔钱本应取之
于民用之于民，可越来越多的业
主发现，资金交由政府部门代管
后，往往不知所终。

“跟老百姓说存的是活期，实
际上住建局偷偷存了定期，产生
的利息住建局得大头，老百姓只
能得零头。”68岁的退休老干部李
军红无意中发现维修资金被代管
部门“借鸡生蛋”的秘密。

南京市江宁区恒安嘉园始建
于2005年，次年，1088户家庭入
住，共缴维修资金1097万元。

近年来，南京市部分小区掀
起了维修资金“活转定”热潮，恒
安嘉园小区的业主困惑，这笔一
直由区住建局代管的钱在这些年
共产生多少利息？几番交涉，区
住建局答复：小区居民拥有活期
利息35.7万元。

但作为小区业委会副主任的
李军红在为小区办理“活转定”时
却了解到，早从2006年开始，江宁
区住建局就已将这笔钱转为1年
期定期存款，但支付到业主个人
账户的却是“活期”利息。这笔钱
至少产生了329万元利息，其中包
括293.5万元“1年定期”利息。“多
次追问，住建局的人私下告诉我，
这293.5万元，业主没有资格用。”

江宁区住建局有关负责人

称，定期与活期的“利差”客观存
在，早先确实没有向业主公布，但
去年已向业主代表提供相关材
料。利息一部分上缴财政，另一
部分则用于办公经费的支出。“按
2008年以前的地方相关规定，代
管单位每年可以从增值收益中提
取2%左右的管理费用，现在已停
止提取。”

“即使按‘2%’计算管理费，需
要293.5万元吗？”部分小区业主
质疑：代管部门以收管理费为由
偷存定期，侵犯了业主的知情权。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维修资
金须“专款专用、禁止挪用”，“存
储利息应当转入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滚存使用”。

“存定期产生的利息还在业
主账户上。”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
称不存在挪用。

“数字还显示在公共账户上，
但住建局从未明确这笔利息属于
业主，甚至私下说这笔钱业主已
不可能要回去。”业主们想不通。

记者就此事咨询南京市住建
委时，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维修
资金问题太敏感，相关信息无法
公布。

“将利息据为己有涉嫌职务侵
占或贪污。”民建会员陈小成说。

无独有偶，在维修资金问题
引发关注后，北京、上海、广东、河
南等多个城市的不少小区，都有
业主代表向代管部门申请查询资
金账户情况。

维修资金
变身“寻租工具”
清理与公开迫在眉睫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代管部门
处理维修资金只有两种方式：存银
行或买国债。但对这样一大笔多年
后才会启用的资金，代管部门既不
愿去买国债，也不愿去存利率较高
的定期存款，而是普遍选择了利息
最低的“活期存款”。

“对银行来说，当然欢迎活期存
款。既可少付利息，又能随时调动
大笔资金。”有熟悉银行业务的内部
人士称，“代管单位并不糊涂，因为
维修资金是各大银行争抢的对象，
可利用手中的选择权从中渔利。有
代管单位将多数钱存在小银行，因
为相对于其他商业银行，小银行的
利息和吸储返还比例比较高。”

这位业内人士直言：“维修资金
背后有着庞大的利益链条，开发商、
银行、证券公司、有关部门……谁都
想分一杯羹，维修资金通过各种方
式沦为某些利益集团的‘自动提款
机’。”

炒股。2009年，北京住房资金
管理中心矿务局分中心原主任范子
林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16
年。据查，范子林伙同下属先后挪
用400万元维修资金，炒股盈利23
万元。

还有挪用、委托理财等。
“我国的维修资金缺乏管理和

运作，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十分严
重。”佛山市政协委员李建丽说，长
期以来，这些巨额资金的管理、使用
不透明，财政和审计部门缺乏监督，
易成为一些部门和个人的寻租工
具。

近年来，北京、上海、江苏、浙
江、广东等地，频频掀起业主要求自
主管理维修资金的热潮。在南京江
宁区，一年来已有20个小区先后成
立业主委员会，并成功实现了“活期
转定期”，将利息的支配权掌握在了
业主手中。

“维修资金管理不规范，管理模
式不统一，资金使用不够公开透明，
甚至存在挪用情况，制约了资金作
用的充分发挥，侵害了资金所有人
的合法权益。”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
管司副司长王玉平公开表示，“在建
立健全各项制度的同时要抓好维修
资金的清理工作，坚决查处挪用行
为，追缴挪用资金，维护资金所有人
的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

成品油迎年内
首次“三连跌”

我国收缴的维修资金在5000亿元左右 Y CFP供图

明存“活期”暗存“定期”，数百万元利差被私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