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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占地超过千亩、
1-6期总建筑面积接近100万
平方米、入住人口达万人的水
岸鑫城小区，是中牟县最大的
商品房小区。

同时，因为小区内拥有知
名的天鹅湖大片自然水域，而
且濒临已经改造过的贾鲁河景
观河道，占尽天时地利，使得这
处小区曾被不少业主寄予厚
望，也曾被树为典型，但开发、
入住10年来，摆在广大业主面
前的除了愤怒就是无奈，品牌
形象更是无从谈起。

在一个水岸鑫城业主QQ

群中，已经有业主在聊天中认
识到，要改善小区环境，需要改
对抗、抵制为合作、对话，这是
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叶国芳
也坦承，小区目前的脏乱差问
题还有很多，解决难度很大，要
处理好，必须重新构建业主、物
业公司之间的信任，“要是双方
互不信任，互相抵制，互不配
合，那肯定还不会有改观”。

对水岸鑫城小区的处境，
中牟县房地产管理局物业科工
作人员王先生昨日受访时也表
示遗憾。他说，该小区面积大、
住户多，管理难度本来就很大，

加上业主、物业公司、开发商等
几方面彼此缺乏应有的信任和
支持，使得问题越来越复杂，值
得各方反思。

王先生讲，就水岸鑫城广
大业主反映强烈的管理问题，
中牟县委、县政府也十分重
视。此前，主管副县长曾召集
包括房管局在内的多部门开会
研究解决此事，其中一个重要
议题就是，协调业主、物业公
司、开发商之间的关系和利益。

“我们会在职责范围内继
续关注，希望能化解各方分歧，
让这个小区和谐起来。”他说。

小区各种乱，没有信任就难改观
物业、业主和开发商多方关系恶性循环，中牟水岸鑫城10年换3茬物业

□记者 李岩 文 洪波 摄影

核心提示 | 作为中牟县面积最大、居民人数最多的商品房小区，水岸
鑫城在今年春节前后，因老物业公司撤离，新物业公司尚未到位，无人
看护、垃圾遍地，各种设施设备停工的停工、损毁的损毁，让数千名居民
叫苦不迭。事实上，10年间，这里已经换了3茬物业服务公司。个中
原因，究竟是什么？居民抱怨、物业公司也抱怨，究竟如何化解？这处
总建筑面积近百万平方米的“巨无霸”小区的症结，留给了外界诸多值
得反思之处。

小区内部各种混乱，怨声载道

昨日上午11时，位于中牟县
滨河路上的水岸鑫城小区西门
处，门卫室空空荡荡，未见有穿制
服的保安值守。每有车辆通过，
一名站在路边、年约60岁的老者
才摁动手中的遥控按钮，打开起
落杆。

而按照众多居民的投诉，在
年前年后至少一个月的时间里，
该小区的北门、西门、南门都呈无
人值守状态。大门口的起落杆也
一直呈升起状态，供车辆通行。
不仅如此，在此期间，小区的各种
生活垃圾也是无人清理，大量堆
积在楼道口，臭气熏天。

“不知道为啥，小区突然没人
管了。”居民邵女士说，过年期间，
她曾多次拨打之前的正弘物业服
务电话，准备投诉，但对方告知物
业公司已经撤离，不再负责小区
事务，这让她感到十分诧异，“住

这里，以后可咋办？”
不过，昨日上午的水岸鑫城

小区内，楼下的生活垃圾清理得
还算不错，并没有积存太多。而
毁坏绿地私设停车位，一楼住户
私搭乱建、圈占绿化带的情况依
然多见，在该小区北门口C2号楼
南侧，甚至有一处占用小区内道
路旁绿化带而建设的红色铁皮
房，打出了“烧饼夹菜”的招牌。

不仅如此，小区内的众多高
层住宅楼电梯大多开一部、停一
部，也让居民们苦恼。加上楼道
内乱停乱放，经常停水停电等等
问题，使得很多住户“一进小区
门，就没好心情”。

“住这里，根本没有一点好
感，各种乱。家人朋友过来玩，没
一个不批评这里环境的，确实太
不像话了。”一位居民说。

带着居民的多种疑问，大河
报记者昨日上午来到了小区物业
公司客服中心。在这里，两名女
士正在忙着接待小区业主，办理
相关业务。

问及居民投诉的年前年后小
区的混乱状态，两名女士都表示
承认。其中一名年轻女士说，他
们公司是郑州多彩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今年1月份刚刚与开发商
——河南宏田置业有限公司签约
入驻，设施设备还没有完成移交，
人员还没有到位，出现混乱在所
难免。

“我们公司办公室就我们2
人，还有4名维修工，加上一名领
导，到现在总共才七八个人，忙的
时候肯定管不过来。”她说。

对这种情况，该公司经理叶
国芳也是感同身受。叶国芳说，
在他们公司入驻之前，上一任物
业服务公司——河南正弘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于去年12月20日撤
离，而正弘物业的入驻，是因为最
初入驻的河南邦达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撤离了。

“小区10年来，物业公司到
现在已经换了3茬，都说赔钱，没
法干。”叶国芳说，现在他们正在
招聘员工，缺口达二三十人，“之
前储备的员工，因为跟之前物业
公司僵持时间太长，很多都离开
了。”

叶国芳说，长时间以来，小区
积存的问题确实很多，解决难度
很大。比如，高层电梯问题，因为
种种原因，不少已经坏掉，根本无
法正常使用，需要大修，且之前物
业公司服务期内年检未通过，他
们无法验收，至今也没有移交，即
便是在用的电梯，很多也经常出
现故障，乃至发生困人、坠落事
件，造成广大业主反响强烈的这
一问题迟迟没有解决，也让他们
无可奈何。

“我们1月27日正式入驻以
来，已经清理了一些私自占用绿
化带的情况。那一处卖烧饼的铁
皮房，我们也要求他停业了，但他
硬是不搬走，我们真的也没办法，
因为物业公司没有执法权。”叶国
芳说。

让叶国芳多次提及的一个
事实是，小区居民认为物业服
务差，就拒绝缴纳物业费，造成
物业公司资金吃紧，无法提高
服务质量，双方陷入恶性循环，
成为小区物业服务长期以来的
死结。

“3年前的物业费，邦达物
业还在催收，更别提入驻一年
多时间的正弘物业了。”叶国芳
说。对此催讨，不少业主感到

“委屈”。在他们看来，小区物
业公司长期以来不负责任，不
能提供与收费标准相匹配的服
务，而且还如走马灯一般地更
换，他们如果正常缴费，那对他
们就太不公平了。

昨日下午，代理正弘物业
催讨物业费的一名律师事务所
工作人员证实，他们目前正在
向一些业主追讨，但她没有透
露拖欠物业费的业主数量和总
金额，也没有透露正弘物业方
面的有关负责人联系方式。

不过，水岸鑫城业主提供
的一份《关于退出水岸鑫城小
区物业服务的公告》显示，正弘
物业将小区的问题，归咎于开
发商的不作为。这份由正弘物
业于去年8月30日发出并加盖
公章的公告说，该小区开发后
存在各种遗留问题，包括资料、
财务费用、设施设备等，开发
商、邦达物业始终未解决、移

交，导致设备问题频出影响业
主生活，致使业主与物业公司
发生尖锐矛盾，物业费征收举
步维艰。

“我们认为，即便服务有瑕
疵，业主还是应该缴费，毕竟这
是提供服务的基本保障。”叶国
芳说。

就小区相关问题，昨日上
午，大河报记者联系了河南宏
田置业有限公司，但对方办公
电话一直无法接通。该公司开
发的6期商品房售楼部工作人
员也未接受采访，但在业主提
供的诸多资料中，业主与开发
商之间的矛盾，与物业公司一
样，也十分尖锐。

我公司，国企，工程监理综合
资质。现招聘总监（总代）。
工作地：郑州
要 求：持有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
或河南省专监证书。能胜任工
作。待遇面谈。简历投递到：邮箱
1615837261@qq.com；
电话：18768915695广告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提示：
根据劳动厅、人事厅的有

关规定：招聘单位不得收取应
聘者的任何费用。

服务无极限

方便在身边

√
企业招聘

◆配送人员：20名
年龄：18-50岁 待遇：3000-5000元
联系电话：王经理：0371-56786682

李经理：13673390288

◆仓库管理员：10名
年 龄 ：18-35 岁 ，包 食 宿 ，待 遇

2500-4000元。有意者请联系 平经理：
13783578360

高薪招聘工程总监（总代） 河南省种子管理站招聘法律顾问公告
为全面推进种子管理依法行政，提高种子行政事业工作的质量和水

平，河南省种子管理站现面向郑州市公开选聘法律顾问单位。
一、应聘条件：1.郑州市内依法注册的律师事务所；2.律师事务所近5

年未受到司法行政部门行政处罚或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3.具备下列条
件者优先：①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优先；②律师事务所设有专业的行政
法律事务部、知识产权部优先；③有农业系统法律顾问经验的或有种子
执法方面工作经验的优先。

二、工作职责：1.参与立法活动，并提供法律论证意见；2.参与重大行
政决策、重要行政行为和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工作，提出法律意见
和建议；3.参与处理重大行政复议案件；4.代理行政诉讼案件，参与调解
或仲裁活动和其他非诉法律事务；5.对外交往和重大项目洽谈中涉及的
重要法律问题提供咨询、论证意见；6.协助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供有关
法律、法规信息；7.办理省种子站交办或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务。

三、报名方式及期限：符合条件的律师事务所自公示之日起请于5
个工作日内将自荐材料（申请法律顾问单位需报自荐书，载明单位概况、
负责人或者合伙人基本情况、所获得荣誉和擅长领域等）报送我站112
室。省种子管理站将按照程序择优选聘法律顾问单位。法律顾问单位
一经聘用，将为法律顾问发放聘书，与法律顾问单位签订服务合同。

联系人：吴智 电话：0371-86150565/50 联系地址：郑州市商都路26号

郑州市枫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全科医师10名
儿科医师3名
门诊及住院部主任各2名
B超医师4名
康复理疗师6名

联系人：李主任13937192690

诚
聘

建在小区绿化带上的铁皮房 小区居民楼内开设的超市和小吃店

直击

物业公司连续换3茬，都说赔钱尴尬

互相抵制致恶性循环，谁之过？追问

占据地利却败于口碑，都应反思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