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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池名郡小区业委会与
物业公司之间的争议，既普遍
又特殊。普遍是因为几乎所
有小区内都出现过共有区域
收费混乱的状况；特殊则是因
为小区的“高档”身份和两个
收益巨大的广告塔。

对一个小区来说，这些账
该由谁来算？该如何算？

本报法律顾问、河南春屹
律师事务所张少春律师认为，
广告塔位于小区内，理应属于
全体业主。

“包括广告塔、地上车位、
小区会所等在内的所有小区
内公共建筑和公共区域，都属
于全体业主，其经营收益也应
该属于全体业主，物业公司只
是代管，这些收益只能使用在
小区共有区域支出上，而且必
须经过业主们同意才能使用，
业委会和任何业主都有权随
时要求物业公示这些收入。”
张少春律师说，对物业公司来
说，和业委会签订合同之后，

只有一种收入——物业费，除
此之外所有的小区内的收益
都归全体业主所有。

“至于房产公司和物业公
司之间的补贴，是两个公司之
间的事，是为了维护企业品牌
达到商业目的，和小区、小区
业主没有任何关系。”张少春
表示，物业公司应该按照合同
收取物业费并提供相应的服
务，提供“超额”服务是物业自
己的意愿，不能借此收取“超
额”的费用或挪用属于业主的
收益。

采访结束时，周庆根告诉
记者，小区面向全国公开招标
物业公司的工作已经开展，在
新物业选定之前，小区通过

“自治”，摸清“家底”，核实所
有的公共收入，根据这些收入
和物业费，为业主争取到更好
的物业服务。新物业入住后，
业委会将充分发挥监督职能，
为全体业主创造一个优美舒
心的生活环境。

□记者 王悦生

本报讯 胶带捆绑的蔬菜，甲
醛超标10倍？1月5日、6日，大河
报连续对此话题进行报道、求证，并
采访了天津科技大学、国家食药监
总局等部门，在读者中引起热议。
1月 15日，人民日报也就此发文
称，经过农业部相关检测显示，胶带
扎蔬菜，不会有危害。

国家食药监总局相关负责人曾
对大河报记者表示，会在“中国食品
辟谣联盟”网站上发布关于此话题
的相关信息。昨天，记者发现，该网
站已在“权威辟谣”栏目中发布了一
则题为“胶带捆绑蔬菜甲醛超标10
倍？快来看真相！”的消息。消息引
用相关专家的说法称，“甲醛在自然
界中广泛存在，哪怕胶带中的甲醛
会发生迁移，也是极其微量的，市民
没有必要恐慌”。

1月15日，人民日报在报道中
称，近两年，农业部农产品收贮运环
节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专项，对蔬菜
捆扎带质量安全进行了摸底排查和
验证评估。农业部农产品加工质量
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北京）研究员
王凤忠说，结果表明，大部分捆扎带
中的甲醛残留量均符合国家标准，
尤其是“三品一标”（指无公害农产
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
地理标志）农产品专用捆扎带，甲醛
残留量不超过2毫克/千克，远低于
国家规定的食品接触性黏合剂中甲
醛最大残留量15毫克/千克。调查
验证仅发现极个别捆扎带检出甲醛
超标，经研判，可能来源于工业胶带
小作坊。

另外，对胶带捆扎蔬菜中甲醛
含量进行验证的结果显示，所有样
品甲醛含量均低于检出限（注：检出
限，是指产生一个能可靠地被检出
的分析信号所需要的某元素的最小
浓度或含量。）

“个别省份禁用胶带捆绑蔬菜，
虽有积极的一面，但仍有些反应过
度。”在接受大河报记者采访时，中
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名誉副理事
长、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
工程学院教授罗云波表示，市场上
用胶带捆绑的蔬菜中，胶带的量相
对于蔬菜来说是非常少的。即便是
胶带含甲醛，其量也非常少，污染蔬
菜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甲醛易挥发
且溶于水，蔬菜清洗和烹饪都能有
效消除甲醛。而一些食物本身就含
有微量的甲醛，这些甲醛量远比胶
带含的甲醛量要大。

河南有无对进入流通环节的
“用胶带捆绑的蔬菜”进行过监督抽
检，是否出台有“禁止用胶带捆绑蔬
菜”的政策或规定？近日，记者将相
关问题发函至河南省食药监局新闻
宣传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会及时回
复，但是近一周时间过去了，至今仍
无任何回复。

服务了十年 物业被要求撤出

□记者 周斌
实习生 席小超 文图

核心提示 | 金池名郡
小区位于开封市金明广场
以西，郑开大道南侧，2006
年建成。很长时间以来，
“在金池名郡有套房子”成
为开封人追求高品质生活
的目标。

然而，10年后，已经成
为上市企业的开元物业，却
因小区业委会“要求限时撤
出”，于2017年1月9日公
告宣布撤出金池名郡小
区。业主与物业之间的“爱
恨情仇”，让深入采访的记
者也琢磨不透……

金池名郡，2006年在开封
建成迎来第一批业主之时，郑
开大道即将于当年年底通车，
开封房价自此从千元时代一路
攀升至如今的万元时代。而金
池名郡在当年其多层价格就标
出每平方米3000多元的高价，
而当年开封其他住宅价格至多
每平方米1000多元。说“金池
名郡开启并引领了开封房地产
业的黄金十年”，应不为过。

可以说，金池名郡是开元
集团在开封竖起的“标杆”，也
是近十年开封房地产市场繁荣
的“领头羊”。从小区建成之
始，同属开元旅业集团旗下的
上市公司开元物业，用细致、贴
心、周到的“星级”服务，将金池
名郡小区打造成开封物业服务
的“标杆”，获得了多种奖项和
荣誉。

开元物业还吸引众多地产

开发商伸出“橄榄枝”，不少开
发商都以“引进开元物业”作为
营销噱头，开元物业在开封的
业务范围也从金池名郡1家，
逐渐发展到周边10家。

然而，事情有些突然。
2016年12月13日，开元

物业发出《致金池名郡全体业
主的告知书》，函告全体业主

“应业委会要求，定于2016年
12月31日正式撤出金池名郡
小区”。

随后事态愈演愈烈，一部
分业主支持业委会，一部分业
主支持开元物业，双方各执一
词，僵持不下。记者从小区业
委会了解到，甚至有8名小区
业主“赴杭州开元集团总部拉
横幅维权”，最终导致开元物业
于2017年1月9日再次发出公
告，于10日正式从金池名郡撤
出。

一个服务10年的“金牌物
业”，为何突然撤出？对此，开
元物业和小区业委会各执一
词。

业委会称：“小区管理混
乱，物业不愿整改，主动提出撤
出。”而开元物业则称：“业委会
要求‘自治’，态度坚决，强逼
物业撤出。”

记者了解到，不管是主动
撤出，还是被逼撤出，其导火线
都是因为小区近几年出现的一
些问题，包括地热水不能使用、
污水管道堵塞等设施问题，以
及保安保洁人数减少等“软件”
问题。而事情最终爆发，是物
业公司自称“亏损”，没有足够
的资金解决以上问题。

据物业公司提供的《金池
名郡物业服务处2016年财务
收支情况公布表》显示，2016
年小区物业亏损85万余元。

“其实不光是 2016 年亏
损，从物业接手小区的第一年
就开始亏损，是开元房产每年
拿出二三百万对物业进行补
贴，一直补贴到2016年4月。”
浙江开元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分公司负责人张琳介
绍，由于小区交房时没有收取

维修基金，一些基础设施需要
维修更换，凭物业的收入难以
承受，而减少保安保洁人数也
是为了节省开支，省出经费用
于维修。

根据物业公司和开元房产
公司的说法，开元物业进驻金
池名郡后，为了打响品牌，以亏
损的方式提供了“超额”的服
务，中间上涨过两次物业费仍
入不敷出。集团公司为了维护
品牌形象，由开元房产每年提
供二三百万的补贴，以继续维
持小区的“超额”服务。2008
年至2016年间，房产公司共补
贴物业1000多万的费用。

外表光鲜、令人羡慕的高
档小区背后，竟然是物业的连
年亏损？听起来有些不可思
议，而小区业委会也对此表示
了质疑。

“财务报表显示2016年度
小区物业的经营性收入只有10
万元左右，实际上光是小区的车
位管理费就不止这个数，而且小
区还有两个大广告塔，每年的广
告收入近百万，在报表上却没有
显示。”小区业委会主任周庆根
说，小区内属于全体业主所有的
各种经营收入并不少。

记者在《金池名郡小区经
营收支明细》上看到：共有区
域经营收入为“会所出租”收
入，2009年至2016年间共35
万余元，其中2016年收入16
万余元，截至目前抛去开支后
共剩余12万余元。

共有区域明细中，并未显
示车位管理费和广告塔费
用。而这些正是双方争议的
焦点，尤其是两个大型户外广
告塔。

广告塔位于小区北侧，紧
挨郑开大道，地段优越、尺寸
巨大，年收入显然是不能忽视
的，那么广告塔的收入有多
少？又到哪去了？

根据开元房产提供的《广
告塔收费标准》显示，2006年
至2013年，两个广告塔的费
用分别为78.9万元和69.3万
元。

物业公司负责人张琳的
说法是：广告塔属于全体业
主，但一直是开元房产在使
用，发布一些自己的房产广告
和公益广告，房产公司每年的
补贴中已经包含了使用费。

张琳还透露，广告塔并没
有经过相关部门审批，而且现
在开元房产项目基本结束了，
很可能会拆掉。

而开元房产公司财务负
责人陈秋梅的说法则是：虽然
广告塔在小区内，但由开元房
产投资建成，交房时并没有分
摊给业主，因此不属于业主，
而属于开元房产。

对于以上两种说法，小区
业委会主任周庆根表示：根据
《物权法》和《物业条例》，建在
小区内的广告塔肯定属于小
区全体业主所有，而且广告塔
多年的收入远不止这些。

《胶带捆的蔬菜
甲醛超标10倍？》追踪

人民日报：
胶带扎蔬菜
不会有危害

【惊讶】风光的背后，竟是连年的亏损？

【背景】“金牌物业”服务多年，被要求撤出 【争议】小区内的广告塔，收入该归谁？

【律师】
物业公司只能收物业费
其余当归全体业主

开封金池名郡业主与物业间的“爱恨情仇”，都是利益闹的

金池名郡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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