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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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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分类广告

出租招租

●二七商圈地铁口，铭功路商铺

写字间优价招租13838583605

房地产

●钢结构设计施工18637123478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信息窗口

●学历证医护证职称证建造消

防药师免科咨询66565839

声明

●中牟县寒博日用品商行税务

登记证副本遗失,税号41010
519650703841303,声明作废

●吴世健,银联复合式武警军人

保障卡(6216210010001780
999)遗失,声明作废。

●洛阳市利旺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2
6MA3X7UTU27）营业执照正副

本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马忠义(身份证号41282
8197709292718)2016年9月14
日购买郑州绿地城项目一区2
-202房款收据遗失,收据号00
4630,金额166112元(大写:拾
陆万陆千壹佰壹拾贰元整)20
19年9月26号交维修基金收据

号0006841,金额5824元(大写：

伍仟捌百贰拾肆元)的收据，

现声明遗失收据作废.由此产

生的任何纠纷与河南绿地城置

业有限公司无关。

●张喆喆，南阳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毕业证书遗失,编号137
811201406003380,声明作废。

●陈指旭《残疾军人证》丢失，

编号：201408233058401011
0879，特此声明。

●河南华之凯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

J4910068596102，声明作废。

●乔军凯坐落于上街区新兴街

022073的房屋所有权证，上

住国用（2005）字第2145号
房屋土地证遗失，特此声明。

●郑州市金水区明碧鑫农夫大

盘鸡店营业执照副本丢失，

注册号：410105601398149，声
明作废。

●张究身份证号：412822198412
XXXX34遗失郑州祝福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2019年6月25日
开具的停车位发票号151340
25，金额73000元，声明作废。

●刘巧玉（身份证号41132719
8305191523）遗失河南谦茂

置业有限公司2016年11月3日
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号码:07896880，类别代码:4
100162350,金额730000.00
元，特此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东鸿食品商

行营业执照丢失，注册号：

410101600071537，声明作废。

●毕瑞瑞遗失河南科技大学森

林生态旅游专业专科毕业证

书，证书编号104641201106
001752，声明作废。

●思奥特健康用品（郑州）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陶会军00910313(票号)税收

缴款书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孙荟与河南振达建材有限公

司（第08059、04026号）
合同丢失，特声明作废。

●郑州拓威汽车运输服务有限

公司车牌号为豫AR521挂的

道路运输证丢失声明作废。

●周慧琳郑州信息科技职业技

术学院毕业证遗失，证书编

号135651201306000629特
此声明此证书作废。

●张强(身份证410122198204
030014遗失郑州迁善置业有

限公司收据,号po424-00001
739)金额:33227元声明作废。

●张强(身份证410122198204
030014遗失郑州迁善置业有

限公司收据,号:po424-00001
677)金额:20000元,声明作废。

●巩义市林生耐火材料厂公章

丢失编号4101810042594
声明作废。

●杨一帆遗失河南升龙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高新分公司开具

的收据，编号0004567，金额

2901.6元，声明作废。

●赵献敏不慎丢失河南三德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补面积差

收据,房号2号楼,1501室，收

据号179本866号,日期:2018.
10.28。金额：2902元声明作废

●王凯遗失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长江东路南七里河路东中岳

七里香堤10号楼501房购房

发票(发票号码：03154632，
发票代码:4100162350,发票

时间:2016年09月29日，金

额:840000元;发票号码:031
51657,发票代码:41001623
50,发票时间:2016年08月26
日,金额:210696元),特此声明。

●郑州市中原区良子建材商行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10102MA3XJCL
E7R，声明作废。
●开封市百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所属的名称为“开封市
百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的公章，声明作废。
●本人:史君丽,身份证号(4104
03198805195524)因保管不
慎,遗失河南中珂置业有限公
司收据,收据号:NO.XZK0002
267姓名:史君丽,金额:20000
元,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河南全旺商贸有限公司公章
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世纪联华超市有限公司
（长江店，针织部，男装，厂
家：张小红）2008年的保证金
条丢失，收据编号0003923（金
额为两万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编号为E410754397,姓名为赫
凌赋,出生日期为2005年3月5日
12时42分的《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作废。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分类信息在AΙ04、AΙ09版

回访福泽门小区
公共收益结余变维修基金

锦绣园业委会“发红包”
这一“土豪”行径，不仅让本小
区的业主满心欢喜，更是让其
他小区业主直呼：“这就是‘别
人家的业委会’啊！”其实，给业
主们“分红”的小区不止锦绣园
一个。2019年1月11日，大河
报曾以《业委会给业主拜早年
发红包啦！》为题，报道了郑州
市郑东新区福泽门小区业主委
员会经过表决，拿出2018年公
共收益结余的近6万元给全体
业主发了红包，小区1136户，
每户领到 50元现金的新闻。
12月16日下午，福泽门小区业
委会主任范长江在受访时表
示，当时“发红包”一事线上线
下引起了广泛的热议，引发各
界议论纷纷，褒贬不一。

福泽门小区“红包”发放，
燃爆了互联网，抖音点赞24小
时近50万，头条文章阅读量迅
速突破10万+，文章链接也在
各大业主群内飞来飞去……

“也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有人说
我们是为了作秀，不过我倒认
为，如果这个‘秀’能够换来业
主对自己权利意识的觉醒，值
得。有人说，应该把钱存入维
修基金，这个建议挺好，2019
年度我们计划按这个建议来执
行。”范长江说。

范长江还专门总结了业主
应该了解的一些常见的小区公
共收益都包括哪些内容。

“‘红包’发放能让业主更
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益所
在，自己的权利如何行使。‘红
包’不是目的，唤醒业主权利意
识，共同参与家园建设，构建和
谐社区才是意义所在。”在范长
江看来，业主们对“发红包”表

现出高兴、激动的心情，主要还
是因为很多小区的公共收益不
知去向，更做不到相关账目收
支明细的公开，“所以明明是顺
理成章的事儿，业主们却觉得
是稀罕的好事儿。”

“业委会走马上任第一步
就要先‘摸清家底’，看看小区
的财产有多少，有哪些公共区域
可用来获得收益，让资产管理更
给力，让业主利益最大化；第二
步，审查钱怎么花，有没有剩，该
不该拿；第三步跟物业谈，订合
同、明算账，一笔笔的钱全要在
监督下面花；第四步还要善待物
业。这样，一个小区才能进入良
性运转。”范长江表示。

专家认为
业主领“分红”应成新常态

“我注意到，锦绣园和福泽

门这两个小区，都是大河报多
年来一直追踪关注的小区。在
大河报的关注下，两小区均成
立了业委会，而业委会的日常
工作开展也在主动接受业主和
新闻媒体的监督，在公共收益
处理和账目公开方面都做得相
当不错，这也体现了大河报作
为主流媒体，持续关注社会民
生的责任担当。”河南省社会科
学院法学所研究员祁雪瑞在受
访时表示，郑州目前没有召开
业主大会、成立业委会的小区
还有很多，小区公共收益，在多
数情况下并不能得到有效维护
和保障，“因小区没有业委会，
也缺乏熟悉相关法律、条例的
热心公共事务的业主，造成无
人监督。所以，这笔客观的收
入到底有多少，又用在何处，很
多小区的业主并不知情。”

按照《河南省物业管理条
例》的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
在物业管理区域显著位置公示
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
经营所得收益和支出情况。小

区业主大会决定物业共用部
位、共用设施设备的使用和经
营的方式、收益分配。

“也就是说，不管小区是否
有业委会，给业主‘分红’，都不
应是个例。在小区未成立业主
委员会之前，作为物业公司其
实只是负责代收代管，公共收
益的收支情况应当接受小区业
主的监督。物业服务公司作为

‘管家’，要保证财务公开、透
明，且不能随意挪用公共收
益。造成小区公共收益成为

‘糊涂账’的原因，一方面是业
主们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淡
薄，另一方面是物业等方面依
法办事不够，对公共收益‘装糊
涂’，能不公开就不公开。”祁雪
瑞表示，法律法规的生命力在
于执行，“国内也有物业公司给
业主‘分红’的事件，只要依法
依规办事，该建账目的建账目，
该按时向业主公开财务明细的
按时公开，业主领‘分红’就不
再会是个案，而应成为小区管
理的新常态。”

□策划：政务产品部 执行：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瞧

小区打开天窗“亮”财务应成常态

“关注小区公共收益”系列调查

你
知
道
多
少

？？

业主应了解常见的小区公共收益包括这些：
1.公共区域的广告收益例如轿厢广告、户外广告；
2.小区公共区域的停车位收益；
3.小区公共区域内租赁的摊位收益；
4.利用公共配套如活动场地、会所、游泳池经营收入；
5.部分通信运营管理费；
6.因损坏小区的公共设施进行的赔偿；
7.自制售水机运营费用；
8.小区公共区域租赁快递柜收益；
9.物业管理用房的收益等。

互动征集

有人说，“抓住钱袋子”就抓住了小区事务的根
本。您所在的小区，公共收益都用在何处，您可曾关
注过？对于公共收益，您所在的小区物业公司或是业
委会是否有更为妥当的管理方式？或者关于小区公
共收益，您还想了解些什么，解决哪些问题？请与我
们联系吧。

记者联系电话：张瞧17839912266
大河报新闻热线：0371-96211

也有小区将把公共收益结余存入维修基金 有专家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