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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某专业美容SPA

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王登巍
律师告诉记者，我国《物权法》第
七十三条明确规定，建筑区划内
的道路、绿地、其他公共场所、公
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
主共有。《郑州市物业管理条例》
第五十条规定，利用物业共用部
位、共用设施设备设置户外广告
或从事租赁等经营的，应当在征
得相关业主、业主大会、物业服务
企业的同意后，按照规定办理有
关手续。

“所以说，小区的广告经营收
入以及收取的停车费之类的，扣
除经营管理成本后的所得，应该
归全体业主所有，或者由业主大
会决定其其他使用途径，这在东
南沿海以及北上广等大城市已经
有先例。”王登巍说。

但现实的状况却是物业公司
一家“说了算”，业主“靠边站”。
对于这个现状，王登巍认为，主要
原因是很多小区没有业主委员
会，导致业主们没有渠道去参与
小区广告位的设立、招标，以及收
费，当然也就无从参与其利益分
成了。

据房管部门不完全统计，目
前郑州市居民小区至少有 4000
个，而有业委会的不到 10%。“当
前的小区多是商品房，业主之间
不熟悉，信任度很难建立起来。”
家住沁河路的毛先生说，业主们
不团结，没有业主委员会，那么

“只能让物业坐收渔翁之利了”。
除了业委会的现实困境外，

在小区广告经营方面，目前国内
也尚无具体的指导规范。

那些收益和账目 你见过吗
居民小区被广告覆盖

□本报记者 王建芳/文图

核心提示

前些天，郑州隆福国际小区的
业主和自己的物业公司闹得不可
开交，随处可见的广告位让业主们
感到厌烦：“一回家就被广告包围
了，路灯上，楼道里，电梯里，甚至
停车场的栅栏上都是广告，到处都
是，不看也得看！”

根据业主们的指引，记者在小
区的出入口挡杆、主干道分岔口、
路边灯杆、地下车库墙壁、走廊、电
梯里均找到了广告的踪影。这些
广告大致分为以下几类：道闸广
告、灯箱广告、LED 广告和墙体广
告。“我们从进入小区开始，就被随
处可见的广告包围着。”业主王先
生说，三面广告牌让原本就狭窄的
电梯间更显拥挤，他和很多业主都
感到私人空间被侵犯了。

当然，被广告覆盖的小区不止
福隆国际一个。在郑州市兴华南
街5号院，小区入口一条约30米的
道路上，设置了4块广告牌。广告
牌的下半部分为消防安全知识，上
半部分为医院或药品广告。

信阳市民洪女士说，她家住在
信阳市府都花园小区，小区大门口
的花坛立着各式各样的广告牌，广
告内容涉及教育、房产、医院等内
容，电梯间、楼厅过道上也有，都是
卖汽车和宣传移民公司的。这些
广告篇幅大，很占地方。

新乡市盛世华府小区的居民
反映，他们小区地理位置好，小区
广告更多，几乎小区里的每一个楼
梯过道口都被装修、家具、电器等
广告瓜分了。

两日来，记者走访了郑州市
13 个小区，其中有 11 个小区有广
告牌，有的小区甚至连草坪上“爱
护花草”的温馨提醒都被广告商冠
了名，而没有设置广告牌的小区则
都属于老旧小区。

“你可以在郑州各大小区转一
转，很难找到一点广告都没有的小
区，广告牌在全市小区的覆盖率在
90%以上。”郑州一家大型的楼宇
广告公司的业务经理作为业内人
士如是对记者说，“小区广告投放
已经接近饱和，尤其是楼宇广告，
能进的都已经进入了。”

“海量”广告是怎么
进小区的？

答：“物业说了算”

采访中，不止一位业主质问：
谁让这些烦人的广告进来的？

11月24日，记者以做广告为
名，走进郑州市农科路上一个多
层住宅小区，该小区物业管理公
司一名龚姓经理说，小区内现有
广告点位都“名花有主”，如果想
在小区内新建广告牌位，也可以
和他们协商地点，只需按时缴租
金和（广告灯箱的）电费就行。“不
过我们都是针对广告公司，你这
样的散户我们基本不做，麻烦。”

相比于该物业公司的简单
直接，郑州市东风路上某高档小
区的物业招商部对于广告的管
理则更为“细化”。一名张姓经理
说，他所在的物业公司把旗下4个
小区的广告业务整合，再分电梯
广告、灯箱广告、灯杆广告、大堂
展示广告等，分别对广告公司招
商。

“那我在你们小区做广告，
业主会不会反对？是否需要征
得业委会同意？”在与张经理交
谈时，记者提出自己的担心。对
此，张经理十分肯定地表示：“这
个你不用担心，合同是跟物业签
的，有事都是物业来协调，再说
小区也不是都有业主委员会。”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一些广
告公司的印证。

“物业公司坐地起价，如今
的小区广告是越来越难做了！”
采访中，好几位广告公司的业务
员向记者抱怨说，小区广告竞争
日趋激烈，物业公司的报价也是
水涨船高，“进小区的门槛越来
越高，很多广告公司都成立了专
门的物业开发部门，负责攻克新
建小区的物业公司。”

综合起来，记者分析了这
一产业的流程：广告公司在整
个过程中充当了“杠杆”的角
色，它首先需要对小区物业发
起攻势，以获取广告位，“搞定
物业基本就可以进小区了，小
区里的关系交给他们物业打
点”。前者敲定，广告公司就会
向企业全面招商，快消、商超、
汽车、地产等行业是小区广告
的主要投放者。

小区广告是如何收费的？
答：“每月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
那么，这些“无孔不入”的小区

广告又是如何收费的呢？
农科路上那家物业经理给记

者的报价是：每个广告点位每月收
费 250 元，每个灯杆广告每年 650
元，电梯轿厢广告比较贵，每月每
面墙 1000元。

11月 26日，记者又联系到了经
三路上一家专门做小区广告的公司，
该公司招商部一位工作人员说，他们
的广告终端覆盖了很多市内的中高
端成熟小区，有600个广告点位。价
格方面，广告画布约2平方米大，报价
每月2000元；LED字幕要便宜点，也
得每期500元。

“我们在郑州有 1000 多块灯杆
广告，几乎都订出去了，现在只剩下
100来块了，主要在南边、西边，你如
果想要就赶快订。”另一家经营灯杆
广告的某传媒公司业务员则在电话
中对记者说，其广告位每块每月200
元，10块起订，订得多了有折扣。

相比于灯箱和灯杆广告，电梯
轿厢广告则是按周收费的。郑州某
大型楼宇广告公司业务员告诉记者，
他们在郑州市 270栋楼内拥有 8000
块电梯轿厢广告镜框，刊例价为每块
每周 498元。另一家传媒公司的电
梯轿厢内镜框广告报价是每块每周
528元，但表示可以适当打折。

记者粗略算了一下，以每个电梯
轿厢每月1000元的最低广告价位算，
如果一个小区有16栋楼，每个楼有两个
门洞，每个门洞又有两部电梯，除去闲置
期，一年按10个月有效利用期计算，那么
仅电梯广告收入这一项，物业公司的收
益也在64万元左右。更何况还有灯杆
广告、LED字幕以及灯箱广告等。

而这些都还是按照市场最低价
计算，在一些高档小区，广告价位的
收费远远要高出很多，众意西
路上某高档小区的经理对记者
说：“我们去年一部电梯的广
告成交价是8万元，门口两个
灯箱都是10万元以上，今
年肯定还要涨。”

“小区广告对于物业
公司来说，是一块稳赚不赔的市场。”
多年从事楼宇广告销售的司小杰说，
好地段小区的广告位租金成倍涨，很
多物业公司一年的小区广告收入都
可以轻松突破百万元，“就是次一点
的小区，也能赚个十几万元。”

小区广告费收入都去
哪儿了？

物业公司答：补贴运营成本了
业主说：不相信，但也没有途径

可以干预
小区广告费一年收入竟然可以

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这么多钱都
去哪儿了？业主们见过吗？

采访中，福隆小区的物业公司——
郑州天基物业客服中心王姓经理对
记者说：“今年以来，电梯毛病多，维
修费用蹭蹭往上升，而物业费收缴又
不太理想，运营压力非常大。”她表
示，除去不足额的物业费，物业公司
经营的楼宇广告等收入，全部用于补
贴物业公司的运营成本了。

二七区某小区物业管理处一名邢
姓负责人也称，他们小区房屋建筑面
积约33000平方米，每年收取的物业费
才30多万元，而每年公共区域水电费就
需要20万元左右，“小区广告每年的收
入是1万多元，全部用于弥补物业费”。

但这一说法遭到了业主们的强烈
质疑。“物业公司总说赔钱，但赔钱为
什么还要继续经营？”新郑龙湖镇某小
区的何先生说，今年他们小区收取的
是1.9元每平方米的天价物业费，比市
区的一级物业收费还要多3毛钱，但是
即便是这样，物业公司还认为不赚钱，
还把小区的很多公共绿地租给了广告
公司，上个月，他还撵走了一家在小区
挖草坪设广告牌的公司。

一位业主说，他与几位邻居曾提
过小区广告收入这一块，最后物业公
司扔给他们一份收支表，但里面只有
广告收入如何开支的笼统说法，“感觉
像是他们自己捏造的数据”。

在走访中，基本上所有的业主都
告诉记者：小区广告收入，他们都知
道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但是究竟收了
多少，如何使用，物业没有公示过，

“我们不知该找谁去问”。

面对现实的尴尬，河南新动
力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广晓建议广
大业主团结起来，主动维权。她
说，如果没有业委会这个组织，业
主个人很难和物业公司对抗，“所
以广大业主还是要尽快团结起
来，建立业委会，主动维权”。

同时，朱广晓认为，物业公司
擅自进行经营活动，并将收益挪
作他用，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即便没有业委会监督，物业也绝
对无权私吞私分。“如果物业公司
没有按规定公示相关支出，业主
有权要求其公示，仍拒绝公示的，
可请求法院判决其公示。”

采访中，多个小区的业主都
反映：成立业委会需要一长串流
程，这是导致许多小区业委会无
法顺利成立的主要原因。那么，
是否有变通之策？郑州市房管局
物业管理处的程建颖告诉记者，
房管部门已经在调研这个问题，

“目前可以通过成立业主代表协
调委员会之类的过渡组织来代
替，但主要还得小区居民团结、行
动起来”。

门口的落地灯箱、路上的灯杆、电梯轿厢壁上…… 不知什么时
候，户外广告已经占领我们居住的小区，而我们对小区广告的出现也
早就习以为常。小区商业广告从哪里来？谁在运作小区广告？广告
牌的收益又去了哪？作为业主的你知道吗？

近日，记者通过走访居民小区、广告公司和物业公司，试图为广
大市民解开这些被习以为常的社区广告背后所隐藏的利益链条。

小区广告收入应该
归全体业主，但无业委会
的小区，业主参与监督与
分成成空话

业主应当主动维权，
相关部门应减少成立业委
会的程序

九成小区被广告包围，
连草坪提示都被广告冠名

说法

建议

一问： 二问： 三问：某小区内的广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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