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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万刚装修好的新房，
没住几天被污水浸泡

杜女士介绍，2018年，该
小区正式交房。她花了10多万
元给房子装修，购买家具。平
时，她并未一直在小区居住，只
是偶尔到小区住上几天。今年
10月17日，她回到家中一看，
家中的一切让她傻了眼。她打
开大门发现，家中地面全是污
水，水深约10厘米，而她也不
知道，污水是从啥时候开始冒
进家里的。

见到这种情形，她第一时
间通知了物业，物业立即派人
在小区寻找杜女士所在4号楼
的化粪池管井，井盖已被草坪
上的土壤覆盖。工作人员好不
容易才挖开草坪，找到了化粪
池管井井盖，往里面一看，管井
内已被污秽填满。而杜女士进
一步打听才知道，化粪池管井
从小区建成到现在，一直都没
疏通过。

事情发生后，物业找人赶
紧把化粪池以及小区内的管井
清理干净，并安排了保洁人员
到杜女士家将污水进行了清
理。“当时，整个屋子全是臭烘
烘的，打扫完了，地上到处是臭
水生的飞虫。

11月20日，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在中原人家小区南
院 4号楼一层杜女士家中看
到，地上到处是飞虫的尸体，墙
面紧挨地面处，明显可以看到
被水浸泡导致墙体漆面脱落的
痕迹。杜女士家橱柜因被污水
浸渍，白色的橱柜底板上全是
发黑的污渍。卧室中，一个柜子

表面已被浸泡得起了皮，柜体
另一侧也浸泡长了绿毛。

“你看，现在地上还全是飞
虫（尸体）。”杜女士说，这个事
情发生后，对她精神上的打击
很大。她好不容易攒钱买房，装
修房子，对房子倾注了感情，没
想到，现在竟被污秽浸渍，让她
对房子产生了心理障碍。

记者走进杜女士家，一眼
望去，地面墙角、窗台边沿全是
飞虫尸体。由于已事发1个多
月，加之杜女士家经常开窗通
风，目前已闻不到臭味。

在小区采访中，该小区4
号楼、5号楼、7号楼多位一楼
业主也向记者反映，他们家中
也不同程度曾出现了污水倒灌
的情形。

管井未及时清致返水，
损失是否应由物业承担？

家中臭水浸泡，墙体、木
床、柜子、家电等也遭水浸泡，
影响了使用。而杜女士找到小
区物业——河南昊州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州物业
公司”），该公司负责人告诉她，
家中污水浸泡造成的损失，他
们不负责赔偿。这让杜女士十
分生气。

这是为啥？11月20日，昊
州物业公司中原人家项目负责
人林琼受访时表示，今年9月，
该公司刚从小区上一任物业
——河南展祥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展祥物业公司”）
接手该小区。对于杜女士家的
问题，物业公司第一时间清理
了化粪池，并请了保洁人员进

行了打扫。对杜女士家的损失，
他们也在多方协商中。

杜女士认为，该小区物业费
1.7元/平方米，她家每年都按时
缴纳近2000元的物业费。按照
要求，小区化粪池管道一般一年
清理一到两次。如今，该小区两
年了，却一次都没清。“我每年按
时交物业费，物业为啥不及时清
化粪池管道？这次家里返水，主
要是物业的责任。”

对此，昊州物业公司中原
人家项目负责人林琼则表示，
该公司今年9月才入驻小区，
业主之前的物业费也是交给了
展祥物业。该公司与上任物业
公司交接时，对方只移交了9
月以后的物业费费用，因此，化
粪池管道没清理，上任的展祥
物业公司应负主要责任。同时，
杜女士家中返水，原因也在于
楼上邻居油污等污水倾倒管道
内，导致了一楼管道的堵塞，

“楼上业主也应承担一部分责
任”。因此，林琼说，该公司不应
该承担杜女士家中因污水倒灌
而造成的损失。

“昊州物业完全是在踢皮
球，转移问题和矛盾。现在都住
高楼了，哪个小区居民不往污
水管里倒污水？为啥偏偏咱小
区管道堵塞了？主要原因还是
没及时疏通化粪池管道。”4号
楼一位高层业主如是说。

律师：物业对化粪池负有
维护与管理责任

11月 20日，杜女士专门
来到中原区房产管理局、西流
湖街道办事处反映此事。中原

区房产管理局物业科工作人员
表示，若因化粪池管井未及时
清理，导致一楼住户家中污水
返流，业主家的损失理应由小
区物业来承担。“即使是新接手
的物业，两家物业交接时，新物
业也会对小区所有公共设施进
行交接，其中也包括了化粪池。

不能因为新接手，就推脱应该
承担的责任。”该局工作人员表
示，下周一，该局将联合街道办
事处一起，到该小区现场协调、
解决这一问题。

中原区西流湖街道办事处
工作人员也表示，中原人家小
区目前尚未成立社区，不过，该
街道会出面协调这一问题。

在记者采访时，林琼也承
认，新老物业交接时，他们只检
查了个别区域的化粪池管道，
并未交接检查4号楼在内的所
有化粪池。

河南中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鹏辉表示，杜女士按时缴纳
了物业费，杜女士与物业公司
存在一种合同关系。小区内的
化粪池管道，属于小区内公用
配套设施，由业主委托物业公
司负责日常的维护与管理。物
业公司也理所当然地对化粪池
负有日常维护与管理的责任。

至于昊州物业所说的“今
年 9月刚从前任物业接手小
区”，他认为，不能作为物业推
脱责任的理由和依据。“新老物
业交接时，小区所有公共设施
也同时移交给了新物业，也意
味着，新物业也延续承担了老
物业的责任和义务。”

据国家企业信息信用公示
系统显示，昊州物业成立于今
年5月9日，法定代表人为李
芳娜，注册资本100万元。其
中，刘芳娜为该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杨伟为公司监事。

杜女士家中污水倒灌被
淹，物业是否该承担责任？大河
报记者将持续关注。

化粪池未及时清，污水倒灌家中被淹
损失该由谁来赔？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田育臣 实习生 郑浩然 文图

11月20日，郑州市民杜女士向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反映说，她是中原人家小区4号楼一楼住
户，10月中旬，该小区由于化粪池管道未及时清理，导致4号楼、5号楼、7号楼等多楼一楼住户家倒灌
污水，而她家因当时家中无人，损失最大。如今，一个月过去了，虽然物业公司及时疏通了化粪池管道，
但家具、家电被泡的损失，物业公司却不愿给予赔偿。这是咋回事？业主损失到底该由谁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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