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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常德一小区遭遇“垃圾围城”
物业和业委会双双退出

当地政府：采取措施，保障居民正常生活

·记者手记·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

方就难免有是非、纷争……城市人居住

的家园自然也不例外。东城明珠小区业

主、业委会和物业之间的问题，在城镇

化进程的大潮中，相信不是其所独有。

如何搞好小区业主自治，国外缺乏

成功的样板可效法、国内尚缺成熟的经

验可借鉴，一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

常德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介入下，

相信东城明珠小区的燃眉之急，可以得

到迅速解决。在新的《湖南省物业管理

条例》指引下，业主、业委会、物业公司、

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如何共同探索

出一条小区管理的崭新思路？这仍是一个

亟待研究，也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

民生课题。

    业委会：辛苦干了4 年，得不到理解   现场：垃圾遍地，小区即将“停摆”

    政府：
    保障人民生活，
尽快成立业委会选聘物业

在接到东城明珠小区居民的投诉

后，常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此事。

1 月 6 日下午，常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

率市环卫局、武陵区住建局物管处、永

安街道办事处、庆丰社区等单位相关负

责人，到东城明珠小区现场办公。

常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表示，针对东城明珠小区现

状，当务之急是保障人民群众的正常生

活，“环卫部门和街道、社区将采取临

时措施，对小区内的生活垃圾进行处理。

同时，我们还将协调供水供电等相关部

门，暂时确保小区公共部位的供电和高

楼层的二次供水不中断，让人民群众过

一个安定祥和的春节。房管部门也要加

强对物业公司的管理”。 

针对业委会成员集体辞职的情况，

上述相关负责人表示，街道、社区要履

行好职责，加强宣传、监督和引导，指

导小区成立新的业委会，完善小区的自

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水平，形成一

个公共治理的长效机制。

同时，上述负责人也呼吁，小区居

民在正确行使自己权利的同时，也要依

法履行自己的义务。

1 月 7 日上午，记者在庆丰社区旁

听了小区居民代表、顺源物业、社区干

部共同参加的协调会。协调会上，顺源

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考虑到春节将近，

公司可以再坚持两个月。当天，在街道、

社区、物业管理部门的指导帮助下，小

区成立了应急管理小组。庆丰社区党委

书记刘璎告诉记者，下一步，社区将尽

快指导督促小区召开业主大会，成立新

的业委会。

新的业委会或是新的物业能否从根

本上解决小区的问题？参与协调会的李

卫平和不少居民代表直言：问题的根本

解决，还需要部分业主消除认识上的

误区，与业委会、物业公司建立起监督、

信任并存的沟通机制，共同推动小区良

性发展，“政府部门管得了一时管不了

一世，解铃还须系铃人”。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视频：李立 周纯梓

“不到一个月就要过年了，物业
公司和业委会都撒手不管，现在小
区里垃圾堆成山，我们该怎么办？”

《湖南省物业管理条例》刚刚（1 月
1 日）实施几天，1 月 6 日，家住常
德市武陵区永安街道庆丰社区东城

明珠小区的刘女士致电今日女报 / 凤网
求助，称物业公司突然退出，业主委员
会委员又集体提出辞职，小区居民生活
陷入混乱。当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赶往常德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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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收不上费，公司难以为继

“公司准备退出之前，专

门组织人员催收，好说歹说，

还打了很低的折扣，最后有

几十户业主交了物业费。目

前还有 95 户业主未交，欠

交的金额有 24 万余元。”1

月 6 日，顺源物业执行总经

理程骥告诉记者。

东城明珠小区建于 2009

年，共有 354 户业主。顺源

物业自 2012 年进 驻，按照

小区不同房源规格，收费标

准最低的为 0.7 元 / 平方米，

最高的为 1.1 元 / 平方米。

程骥认为，相较于公司

的投入和运营成本，物业费

的标准过低，“即便是我们

把物业费全部收齐，每年都

要亏 3 到 4 万元。”而物业费

的收取，一直是老大难问题。

2014 年年底，本欲退出的顺

源物业，在当时小区业委会

的挽留下，又续签协议，服

务到 2017 年 年底。 在 2017

年年底，业委会再次挽留，

并口头承诺将上调物业费。

对于接近半数的业主不

交物业费的问题， 程 骥 表

示，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

“这个小区此前属于城乡结

合部，有人家中曾遭遇盗窃，

要求物业赔偿损失未果，就

不交了；有人是因为停在小

区的车辆被刮擦，要求物业

担责，否则不交；有人是因

为房屋外墙渗水；有人是因

为邻里矛盾……还有人是因

为房屋一直空置。” 顺源物

业也 对部分欠费业主提起

过诉讼，“有些业主接到法

院传票就交了，有些业主接

到判决书也不交”。

一进东城明珠小区，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便看到，

大门口岗亭内无人值守，进

出道闸也竖了起来，一堆堆

生活垃 圾 放在草地 上，无

人收拾。从小区入口进来约

100 米，就是物业公司的办

公地，如今大门紧锁。

随后，记者看到了常德

顺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顺源物业”）的告示。

告示称 ：“我公司进驻本小

区服务已近 8 年，由于各种

原因，至今仍有近 200 户业

主不交物业服务费，欠费总

额达 40 多万元，公司累计

亏损30 多万元。到本月底止，

我公司与小区 业 委会的委

托合同也已到期。我公司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对本

小区的服务，保留清收以往

物业服务费的权利。”

打来求助电话的刘女士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

顺源物业 2018 年 12 月底贴

出这个告示之后，小区于 12

月 30 日晚召开了业主大会，

谁知，在这个本来准备商讨

小区未来物业管理何去何从

的会上，以业委会主任杨伯

海为首的业委会成员集体提

出了辞职。

“这要是热天，整个小

区只怕已经发臭哒！”业主

李卫平忧心忡忡地告诉 记

者，“垃圾包围、无人清运

还是目前的表面问题，再等

几天，小区公共部位的水、

电一停，到时路灯不亮、监

控停摆、电梯停运，二次加

压的水无法运输，整个小区

就会瘫痪，也有很大的安全

隐患。”

物业公司说 退出就 退

出，这是否符合法律法规

及相关政策的规定呢？

万薇告诉记者，根据《湖

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第四

十五条规定，原物业服务

企业应当自物业服务合同

期限届满或者解除之日起

十五日内退出物业项目，但

与业主委员会另有约定的除

外。原物业服务企业退出

时，应当在业主委员会监督

下，与新的物业服务企业办

妥管理交接手续并移交资

料和财物。

程骥表示，顺源物业与

东城明珠小区业委会签订的

服务协议已于 2017 年年底

到期，“我们坚持到了 2018

年年底才退出，已经给足了

业委会时间”。

而业主意见的不统一，

也让业委会委员们在续聘

顺源物业还是寻找新的物

业公司之间，难以抉择。

“业主委员会就是个自

治组织，对业主没有任何约

束力。”杨伯海说，不少足

额交纳物业费的业主都曾向

他抱怨，“我们这些交了钱

的帮那些不交钱的埋单”。

在 业 委会 试图劝业主

筹款补充小区所剩不多的

维修基 金时，矛盾集中爆

发了出来。“这些人连物业

费都不交，现在又要我们

交维修基金养护他们的房

子？”还有业主甚至认为“维

修基金被业委会和物业公

司联合‘套’出来了”。对此，

杨伯海表 示，房屋维修基

金的使用账目可以公开，欢

迎业主查验。程骥也表示，

顺源物业在东城明珠小区

的运营账目可供业主代表

查看。

业主：意见不一，难以达成共识

“提出辞职，最主要的

是个人身体原因。” 东城明

珠小区业委会前主任杨伯

海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坦

承，得不到部分业主的理

解也是重要因素。

“4 年来，我每周两天

的休息时间，至少有一天

半是用在小区的事上。”杨

伯海告诉记者，此前，小

区监控系统全面报废，业

委会联合物业公司新购了

监控系统。小区原本居民

经 常 因 车 位 问 题 闹 矛 盾，

杨伯海就和业委会其他成

员 一 起，“ 把 小 区 荒 地 废

地填平，增开了 100 多个

车位，基本解决了停车问

题”。

“这个业委会主任是纯

公益性工作，不拿一分钱。

结果我们业委会委员们劝

说 业主交物业费时，有业

主指着我的鼻子骂，说我收

受红包，得了物业公司的好

处，把小区搞得乱七八糟。”

杨伯海说。

湖南省云天律师事务所

律师万薇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房屋没有入住、对物

业服务不满意、对物业服

务企业利用公用面积进行

经营不满”均不能成为业

主拒交物业费的理由，“如

果业主有自家被盗、房屋漏

水、房屋 质量问题、车库

被他人影响、车辆被刮伤

等法律责任问题，不能以

拒交物业费的形式来对抗，

而应该走法律程序，提起

相应的诉讼。”

原本商讨物业退出后怎么办的业主大会上，小区业委会委员
集体提出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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