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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

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

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

《民法典》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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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楼道、屋面、电梯、外墙、道闸等广告费；公共

场地、公共道路的车辆停放场地使用费；公共场地摆

摊、自助售卖机、快递柜等进场费；通信基站等设备占

地费；属于全体业主的会所、幼儿园、游泳池（馆）、健

身室（馆）、物业服务用房、架空层等公建配套用房或

公共场地的租金收入。

住宅小区公共收益范围

专家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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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我市也不乏利用公
共收益改造小区居住品质的做法。南开区
凯立家园是有着22年房龄的老旧小区，原
物业公司经营不善，小区公共设施年久失
修、垃圾不能及时清理……2022年1月1日，
天津嘉德物业有限公司通过公开选聘、业主
投票的方式进驻凯立家园，其与业委会签订
了《天津市住宅物业服务合同》，在合同中对
公共收益做了明确约定：“所收取的车辆场
地占用费、广告费等经营性收益，30%由物
业公司用于车辆管理使用，剩余70%归全体
业主所有，用于小区公共设施设备的维修养
护与改造。物业公司使用前应先征得业委
会同意。”

嘉德物业进驻小区后，与社区居委会、
业委会保持良好的沟通，三方定于每月5日
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内容为物业公司对上

月工作、公共收益收入和支出情况进行汇
报。每月公共收益的使用情况都有相关单
据证明，由业委会、物业公司共同签字存
档。另外会议还对下月工作计划进行商议，
对下月的支出开销做出预算，征得业委会同
意后，由物业公司按计划执行。

记者在嘉德物业马经理处看到了小区公
共收益的账本。其中记录着从今年1月至今
的公共收益收支情况。比如4月份，车辆停放
占地费总收入为115380元，税金7753元，扣完
税金总计 107627 元。所有收益物业占比
30%，为 32288 元；业委会占 70%，为 75339
元。支出方面，物业将网球场翻新，其中围栏
加固安装工程费24538.5元；篮球架以及安装
费用3200元；购买绿化用的绿篱机、更换打草
机头花费540元，再加上垃圾清运费、清掏费
等，总花费41338.5元。4月份，公共收益支出

后，余额为32000.5元。马经理介绍，小区属
于老旧小区，维修资金很少，小区公共收益基
本都用于设施的修缮上，“我们在购买物品上
会货比三家，哪家性价比最合适买哪家。找
维修队也是这样，会谈价格。在花费上我们
非常谨慎，不会随意浪费业主一分钱。”

嘉德物业进驻凯立家园不到一年的时间，
用公共收益维修改造了小区中心广场、网球场
等活动场地，重建了小区儿童乐园，得到业主
的好评。不过马经理也坦言，众口难调，也有
业主对公共收益的支出产生质疑，“比如我们
购买了一个垃圾桶，市场上有售价80元和100
元的两种，我们选择了80元的那种，但有业主
就找上门来说这种垃圾桶60元就能买到。遇
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会耐心地和业主沟通。我
们希望所有的业主都满意，如果有不满意的地
方也希望业主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

监督力度不够，导致小区公共收益收支
方面不断出现纷争，那么如何才能让小区公
共收益更加公开和透明呢？天津大学法学
院刘海安教授认为，小区公共收益的获取、
占有与处置既涉及小区业主的公共利益，又
涉及物业管理人员的私心和私利，很容易出
现各种违法违规乱象。
《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排除了物业服

务企业自行占用小区公共收益的可能
性。然而，物业服务企业作为营利性主
体，有强烈的动机做出擅自使用公共收益
的行为。虽然《民法典》第九百四十三条
规定，业主共有部分的经营与收益情况，
物业公司必须向业主定期公开，并向业主
大会、业主委员会进行报告。但业主如何
监管公共收益的使用，实际上面临着诸多

困境，比如，如何促使物业服务企业公示小
区公共收益收支明细，如何保障该收支明细
的真实性。

除了物业服务企业通过多种渠道对小区公
共收益收支进行公示，向小区业主委员会报备
之外，建议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建立公共服务电
子平台提供小区公共收益公示功能，通过手机
移动端的查询功能，使业主足不出户，动动手指
就能对小区公共收益了如指掌。

为了保障公示信息的真实准确，有必要要
求物业服务企业就小区公共收益单独列账，存
入专户，并由政府部门派出审计人员定期审计，
保证其真实性。另外，一些地方政府应在实践
中开拓创新，探索建立独立于物业服务企业的
专门账户，比如设立政府部门参与的共管账户，
保障资金使用的合规合法性。

小区公共收益 别成“糊涂账”
如何完善监管机制 确保收支公开透明

小区30部电梯，每部电梯内3处广告，收益多少，都花到哪儿去了——赵先生住在河东区向阳楼街昕旺南苑小区
已经有10多年时间了，可对这两个问题，仍旧是一头雾水，因为“从来没见到物业公司公示过，去问也不告诉”。
《民法典》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

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多数业主对哪些项目属于公共收益、小区的
公共收益究竟有多少及其支配使用的情况知之甚少。而一些物业公司既不公示公共收益，也不让业主“查账”的
情况比比皆是，导致小区公共收益成了一本“糊涂账”。

记者随机采访了和平区、南开区、河西
区、北辰区的40多位业主后发现，多数业主
对于小区公共收益包括哪些、这部分收益该
怎么使用并不了解。
“小区电梯里有不少广告，车位还要收

占地费。我从来没有关注过这部分收益，这
究竟是该归业主共有还是归物业支配？”住
在北辰区瑞盈园的杨女士说，她知道好多小
区都有一些类似的收益，但具体有哪些以及
归属问题，她至今搞不清楚。

其实，关于公共收益，不光有广告费和
车辆停放占地费。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
展，小区公共收益的来源越来越多样化。

一家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住
宅小区业主公共收益范围包括楼道、屋面、
电梯、外墙、道闸等广告费；公共场地、公共
道路的车辆停放场地使用费；公共场地摆
摊、自助售卖机、快递柜等进场费；通信基站

等设备占地费；属于全体业主的会所、幼儿
园、游泳池（馆）、健身室（馆）、物业服务用
房、架空层等公建配套用房或公共场地的租
金收入。这其中，电梯广告和车辆停放占地
费是公共收益最大的一部分。

记者从专门从事楼宇广告的公司了解
到，一般进入小区的广告是和物业公司签合
同，广告费也交给物业公司。小区广告包括
小区大门闸机、甬道水牌、楼道和电梯几个
位置。电梯间人流量最大，此处广告是小区
广告收益的主要来源。如果是平面广告，一
般情况下365天收费800元，视频则贵一点，
1500元一年。记者粗算，一部电梯可以张贴
3幅广告，按照800元/幅计算，一部电梯一年
的广告收益是2400元，平均一个楼门2部电
梯，10个楼门一年的收入就是4.8万元。由
此看来，小区电梯广告收入累积起来也是个
不小的数目。

而车辆停放占地
费，目前我市物业小
区收费最便宜的是每
辆车每月 60 元的费
用。如果按照一个小
区有300个车位计算，
每月收入为18000元，
一年下来就是将近 22
万元的收入。

“有业委会的小区还好
一点，可以对共有部分收益进
行监督，可如果小区没有业委
会，那这部分收益很容易成为物业
的隐性收入。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小
区明明物业费收缴率很低，但物业
公司仍不撤出的原因，谁也不会一直
干亏本的买卖。”曾在物业公司工作过
的小刘告诉记者。

记者连日来走访了多个小区，发现大多
数小区的公共区域都有广告，电梯间、公告
栏、大门道闸、电动门上……四处都有商业
广告的痕迹。此外，饮水机、快递柜、自动售
卖机等，似乎也已成为一些小区的“标配”。

小区公共收益项目越来越多，且数目不
小，那么这些收益该如何处置呢？

天津市住建委物业处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天津市物业管理条例》明确规
定，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从事
经营活动的，应当征得相关业主和业主大
会的同意。物业服务企业代表业主大会收
取的相关收益，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
金、改善共用设施设备，也可以按照业主大
会的决定使用。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将业
主共有部分的经营与收益情况等以合理
方式向业主公开并向业主大会、业主委员
会报告。

然而在现实中，小区公共收益并不透
明，许多物业公司从不公示，即便公示也是
“遮遮掩掩”，业主想查账遭到拒绝的情况经

常出现。
昕旺南苑小区是2010年交付使用的，赵

先生是这里的首批业主。小区共有15栋楼，
每栋楼两部电梯。近几年，电梯内的广告越
来越多，发展至今，每部电梯内有两处平面
广告和一处视频广告，内容还定时更新，“我
从来没有看到过物业公司对外公示电梯广
告收益情况，这笔钱到底有多少？花在哪儿
了？业主应该有知情权。”可就在他去物业
办公地点想要查询电梯广告收益情况时，却
被告知账本在公司，问公司地址，工作人员
回答不知道。

赵先生将情况投诉至河东区政府，要求
物业公司公示电梯广告收益账目。最终，向
阳楼街道回复他，物业公司每年年底公示公
共部位收支，“我在小区住了10多年，从来没
有见到过物业公示的公共部位收支，我怕自
己没看到，还问了几位邻居，他们也说没看
到。”在他投诉后，物业公司负责人也终于向
他说明了电梯广告的收益情况，“他只简单
告诉我一年10多万元，但这钱具体用在哪儿

了，他没提。”
武清区杨村街五一阳光锦园业主孙先生

告诉记者，物业在未经业主同意的情况下，在
每个电梯里都安装了几处广告，加起来收益
不菲，这笔钱应该是业主共同所有，应该用来
维修小区破损的地面和公共设施，“但物业从
未公开公共收益，钱也没用在小区的各项设
施维护上，不知道用在哪儿了。”孙先生将此
事反映至杨村街道办事处，得到的反馈是，小
区内电梯广告收入每年由物业公司账户代
存，业主如有疑问可到物业具体查询，“物业
公司难道不应该主动公示公共收益吗？物业
为什么不按规定执行？”

记者注意到，目前多数小区公共收益的
公示方式仍然以传统的张贴纸质公告为主，
而且不是每个楼门都贴，只在某一个楼门或
者小区公告栏里张贴，业主们如果不刻意去
找很难发现。而在信息化社会，人们常用且
便于查看的新媒体如微信业主群等方式的应
用程度偏低，这也使得不少业主不能及时了
解公共收益的情况和去向。

近年来，随着业主维权意识越来越强，
公共收益是否公开透明逐渐成为物业纠纷
的焦点。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物
业+公共收益”为关键词检索发现有不少
案例，其中就有天津的案例，在今年6月份
刚刚审结。

此案是河东区某小区的业主与物业公
司的知情权纠纷，其中业主的一个诉求就是
要求对方公示从2018年至2022年3月31日
期间的公共收益，一审法院支持了业主的诉
求。物业公司提起上诉，理由是自己已经对
公共收益进行了公示，二审也是终审法院驳
回其上诉申请，维持原判，理由是业主对小
区公共事务和物业管理的相关事项享有知
情权，可以向业委会、物业公司要求公布、查
阅。物业公司主张已经公示过公共收益，但
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保障每一位业主均可
以及时了解到公示的信息，且即使其曾经公
示过，也不影响业主再次要求查阅。

记者在采访中，不少业主认为，尽管规
定了物业公司必须公示公共收益，但当前对

物业服务企业的制约手段还不够系统，即便不
公示业主也无可奈何，尤其是没有业委会的小
区，业主成了弱势群体，单打独斗维权没有用，
诉诸法院又费时费力、维权成本过高。而且即
便物业公示了公共收益，因缺乏有效的监管，真
实性也难以判断。

对此，市住建委物业处工作人员表示，物业
服务企业如果不依照规定公开公共收益，业主
可以向社区或属地住建委反映。目前我市对物
业服务企业小区共有部分收益设置管理不到位
和收益不透明问题，主要的处罚措施是降低物
业信用评分。

今年1月1日施行的《天津市物业服务企业
信用管理办法》，突出了业主、街道（乡镇）和各
区住建委对物业服务企业信用情况作出的评
判，其中就突出了小区共有部分收益要公开透
明的问题。当记者表示，仅降低物业信用评分，
约束力是否过低时，工作人员表示之前遇到这
样的问题时，只是要求物业服务企业整改，现在
可以降低信用，信用低对物业服务企业来说还
是有一定影响的。

公共收益有哪些 多数业主不了解

收益公示“遮遮掩掩”业主难查账

公共收益透明 增加居民幸福感

信用评分 约束物业
依法依规公示公共收益

维权
案例

存入专户 定期审计
加大公共收益监管力度

■本报记者 韩爱青 黄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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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从事经营活动的，应

当征得相关业主和业主大会的同意。物业服务企业代表业

主大会收取的相关收益，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改善

共用设施设备，也可以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物业服

务企业应当将业主共有部分的经营与收益情况等，以合理

方式向业主公开并向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报告。

《天津市物业管理条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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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广告：电梯间人流量最大，是小区广告收益的主要来

源。按照800元/幅计算，一部电梯一年的广告收益是2400元，

平均一个楼门2部电梯，10个楼门一年的收入就是4.8万元。

车辆停放占地费：目前我市物业小区收费最便宜的是

每辆车每月60元的费用。如果按照一个小区有300个车位

计算，每月收入为18000元，一年下来将近22万元的收入。

公共收益最大部分

这电梯广告的
收益到底有没有
业主的份儿？

漫画 孟宪东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幸福到万家
22：00 爱情保卫战
天视2套（103）

18：15 别叫我兄弟
20：30 模唱大师秀
天视3套（104）

19：00 穿甲弹
22：00 我叫苗金花
天视4套（105）

18：05 家居大变身
21：00 母亲的战争
天视5套（106）

21：30 冰雪天津卫
教育频道（107）

19：00 番茄生活王
21：00 二哥说事儿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文艺频道

18：15 别叫我兄弟
（15-17）

■佟海涛当着胖飞
和雪娟的面打通了东哥
的电话，请东哥帮忙寻找
韩子辉。东哥问过黑仔
后告诉佟海涛，人在他这
儿。挂了佟海涛的电话，
东哥把黑仔骂了个狗血
喷头，告诉黑仔，上官家
和自己有很大的生意往
来，佟海涛是上官家未来
的姑爷，所以准备做个顺
水人情，将韩子辉还给佟
海涛。

影视频道

19：00穿甲弹(16-19)
■郑岚被关进大牢，

蒋衡决定等工兵团越狱之
后再解救郑岚。郑重将越
狱的骨干名单交给唐三
强，并命令唐三强听从韩
涛指挥，唐三强不从。监
狱中，郑岚唱歌度日；监狱
外，李军兰和史战国等学
校成员安葬小玎珰。川秀
提审郑岚，企图套出鬼厨
的身份。郑岚不说，被川
秀用刑。

天津卫视

19：30 幸福到万家
(29-30）

■客栈外的泥路原
本村里是答应整修的，但
直到客栈开业后都没修
好。由于这片区域属于
万家集团的范畴，幸福便
去找万传家协调。幸福
按照吴作家的建议，以山
泉水作为客栈卖点，但是
众口难调，客栈的另一位
客人齐大姐却投诉客栈
没有准备瓶装水。水质
检测报告显示客栈的山
泉水水质符合标准。

文艺频道

20：30 模唱大师秀

■本期是周信芳先生
创立的麒派艺术专场。第
一轮“小试牛刀”，4位票友
演唱的是麒派《四进士》中
的著名唱段。第二轮“谁
与争锋”，1号选手演唱了
《打渔杀家》选段；2号选手
演唱了《追韩信》选段；3号
选手演唱了《打严嵩》选
段；4号选手演唱了《金殿
阻计》选段。谁能晋级？

天津卫视

爱情保卫战 22：00

■小陆与男友小王
相识 5年，恋爱一年多，
订婚后却顾虑重重，“如
果给不了我如同原生家
庭一样的爱，我是害怕远
嫁的。”小王理解女友的
顾虑，“我一直努力对她
好，可她永远嫌不够。”情
感专家俞柏鸿表示：如果
用父母的标准去审视另
一半，你是永远不会走进
婚姻殿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