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房屋出现屋顶或墙面漏水、电
梯年久失修、公共区域设施设备损坏
等情况时，每一个普通居民首先想到
的是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然而，这一房屋和居者的可靠保
障在使用和支取中却要面对重重“障
碍”，资金使用率、使用效率“双低”现
象突出，一些房屋也因此被阻滞在

“应修未修”的状态下。

巨额住维资金在“沉睡”
“小区的电梯失控，想申请使用

维修资金，却迟迟无法获批！”近
日，广西柳州市柳南某小区业主李
女士向记者抱怨。

公共维修基金，又称“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是住宅共用部位、共
用设施设备在保修期满后，用于维
修和更新、改造的专项资金。我国
各个城市已经归集起了数额庞大的
维修资金，其总规模可能已突破万
亿元。

然而，在全国范围内，这笔资金
的使用率却并不高，大量资金长期

“沉睡”在银行账户中。北京市住建
委相关负责人曾公开表示，自1998
年实行“公维”基金制度以来，截至
2013年底，北京市的这笔钱累计归
集金额超过350亿元，但使用额仅约
8亿元。按此计算，基金使用比例为
2.3％。

多重因素致维修资金难提

许多房屋“应修未修”，并由于
制度设计的桎梏，使得维修资金的
使用效率并不尽如人意。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划转业主大会管理前若需
要使用，应由物业服务企业根据维

修和更新、改造项目提出使用建
议；没有物业服务企业的，由相关
业主提出使用建议。同时，还必须
满足列支范围内专有部分占建筑物
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
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

而在实际操作中，虽然业主们
对维修资金普遍很重视，但对建筑
物共有部分承担义务的意识却十分
欠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现
象较突出，使得签字同意的“保障
线”变成了“高门槛”。

南宁市房产资金管理中心相关
负责人称，使用维修资金的难点首
先在于“双三分之二”，由于部分业
主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差，需要
业主签字表决时非常困难。

同时，许多小区迟迟未能成立
业委会，且开发商与前期物业之
间、不同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移交
衔接出现问题，导致小区本身支取
维修资金的基础工作严重欠缺，为
日后的支取使用增加了更多不确定
因素。

规范化便捷化迫在眉睫
为了破解房屋“养老金”使用率

低、支取不畅等问题，全国多个城市
都进行了制度创新，尽可能低简化流
程，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如浙江省已出台新规，房屋维修
方案公示以后，只要建筑物内所有权
人不超过1／3的业主书面提出反对
意见，就视为公示同意。

合肥市也在探索建立维修资金
应急资金，即从维修资金增值部分
中单列出一部分，用于小区紧急状
态下快速支用。

但更多的专家和业内人也表
示，从根本上讲，还是要尽快建立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更加规范化、便
捷化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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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行驶在公路上的车主们或许
并不知道，加油站并非他们想象的那
么简单，这个日进千斗的生意背后，
是一个充满灰色地带的江湖……

在全国各地，多年来因为加油站
油品质量，或车辆加油时的缺斤短两
引发的消费者维权从未停歇。

“中石油、中石化的加油站油品
质量相对比较好，但其中一些会缺斤
短两；民营加油站主要销售的是调和
油，质量比不上中石油、中石化，但
一般都不会少。”全国工商联石油商
会前秘书长王勇对记者说。

油枪抓放“玄机”
对于绝大多数车主来说，加油站

工作人员提起加油枪塞进油箱口，启
动加油程序，似乎是再简单不过的业
务操作流程——但正是这一看上去极
其简单的“提——抓——放”，其背后
却暗藏了隐秘的“偷油”技巧。

“加油工加油时，加油枪上的开关
很有讲究——抓一下松一下反复来几
次，一般私家车70升的油箱就会少个
2升左右，但基本上很少有人发现。
这种情况在全国范围内都比较普遍。”
一名曾在山西建有加油站、后转让的

民营成品油贸易老板对记者说。
上述老板进一步透露，由于加油

枪的内部感应装置与加油机内的程序
系统相连接，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对原
有的程序进行修改。加油枪阀门频繁
开关，加油机内的泵送计算系统也会
出现滞后和较大的误差：“开一下，显
示屏上的价格表一直在跳，但实际上
油还没来得及送出来，这个时候关掉，
没来及送出来的油又缩回去了。中间
这个误差不是很大，但反复搞几次就
积少成多了。”

事实上，关于加油站人为操作导
致缺斤短两的案例早有媒体曝光。

2012年9月，哈尔滨都市频道新
闻夜航的一期名为《如此加油》的深度
暗访调查节目指出，所抽查的评级加
油站中，包括中石油、中石化在内的高
达70%的加油站存在坑骗车主现象。

经密集暗访抽查的23家加油站
中，16家存在加油量与实际价钱不符
情况，而所加油量误差率则超出了国
家标准的5倍到17倍。

“国家标准的误差率是在0.3%以
内，汽柴油都有挥发性，但不管怎样，
超出这个标准几倍甚至十几倍是很不
正常的。”黑龙江石油协会会长赵友山

说。赵多年来专注于破除国内石油流
通领域的垄断壁垒，对国内成品油消
费市场极为熟悉。

一名熟知加油站业务的民间石油
协会人士透露，包括中石油、中石化、
外企合资在内的加油站几乎都存在人
为“造假”的现象，而为克扣汽柴油，

“加油站经理也会给加油员做‘业务培
训’”。

“加油员省下来的油就是钱，每天
克扣一点一个月累计起来就多了，加
油员有好处才会配合。”上述民间石油
协会人士说。

上述在山西长治经营过加油站的
成品油贸易老板透露，车主们急于加
油的心态也为加油员提供了充分的可
乘之机。

“比方说，前面一辆车加完后加油
员不会挂枪，接着给下面一辆车加
油。不挂枪，加油机的程序就不会自
动清零，这样给下面的车加满时就会
累计一些存量，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加
满。”上述成品油贸易老板说。

被修改的“芯片”
而除了加油枪使用这一道环节含

有“门道”外，加油机内部计算系统的

芯片也同样是违法违规加油站施以伎
俩的另一关键环节。

“改（加油）机器内部的设备很多
年前就有了。”另一名接近私人加油站
合伙人的人士对记者说。

据其透露，在电脑加油站出现之
前，国内的主要加油机都是以机械式
记数为主，而为达到“多记数少出油”
的目的，部分加油站负责人则更换了
加油机内部的计量参数齿轮。

“电脑加油机比之前的机械加油
机耍手脚要难一些，但还是可以弄，只
要对机器里面的计量程序芯片进行修
改就可以了，有些销售加油机设备的
厂家都会配合进行修改，给钱就行。”
该人士说。

事实上，对于部分加油站私自销
毁质检部门铅封，对电脑芯片进行修
改的行径，监管部门早已整肃多次，但
在应对抽查时，违规加油站的旁门左
道仍让执法者无计可施。

长沙市质监稽查局稽查二处副处
长于广深表示，新的作弊方式是用软
件。“他们都是在加油机电脑程序里重
新写入一个程序，启动这个程序就能
作弊；但一旦将加油机的控制面板复
位或断电重启，重新写入的这个程序

将失效，启动的就是原有程序”。
由于重新写入的系统程序具有重

启还原功能，在执法部门对问题加油站
进行检查时，往往还来不及拆卸铅封，
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就已关掉了电闸。

“标号”背后的秘密
油品标号也同样是违规加油站获

取非法收入的重要来源。
加油站在给车辆进行加油时，以

低标号油品冒充高标号油品的现象极
为普遍。

而除了对油品进行高低调和外，
部分加油站标志着不同标号的加油机
埋在地下的输油管也同样暗藏玄机。

“有些加油站在当初设计建造的
时候就留了一手：一个油罐可以连接
三根油管，分别标记为97、93、90
号汽油。”上述接近私人加油站合伙
人的人士说。

更有甚者，一些加油站为最大限
度获取利润，甚至不惜在出售的成品
油中暗自兑水“一般情况下，一个加
油站一个月光靠这个回收的收入就有
2到3万，一年就是二三十万了。”上
述民间协会人士对记者说。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数量庞大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不仅在使用中存在重重支取“障碍”，
在日常管理中也暴露出不少漏洞。
从全国各地已经曝光的案例中可以
看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在归集、管
理、使用中存在诸多不规范问题。

2003年9月1日，国家《物业管
理条例》正式实施，该条例规定，专
项维修资金由业主支付。然而，这
项资金的收取、管理和使用问题，长
期以来一直不透明、不规范。

记者调查发现，住宅维修资金
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房地产商挪用专项资金的
问题。这项资金本不该由房地产商
管理，但现实之中，开发商应缴未
缴、挪用住宅维修资金的情况却时
有发生。今年年初，福建省福州市
某小区业主想提取住宅专项维修基
金用于电梯维修，却发现11年前他
们缴纳给开发商的总计150万余元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根本就没有存入

福州市房管局专用账户。
二是维修基金的收益归属问

题。从理论上讲，住宅维修资金的
所有人是业主，维修资金存在银行
的收益应该归业主所有。但在大部
分地方，资金的收益如何使用与支
配等都是一笔糊涂账，没有人去跟
踪管理。

三是维修资金的使用问题。由
于维修资金使用的程序和审批极为
复杂，导致使用率极低，绝大部分维
修资金在“睡大觉”，并随着通货膨
胀不断贬值。

长期以来，由于该专项资金长
期存放且难以使用，在造成大笔资
金沉淀的同时，又因为管理不透明，
使其成为极易引发腐败的温床。

安徽合肥学院房地产研究所所
长朱德开告诉记者，未来的 15
年－20年，将是中国商品房维修的
高峰期，需要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从
制度层面不断完善监督机制。

“沉睡”的住宅维修资金

“漏洞”“黑洞”如何解？

根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
理办法》，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是
指专项用于住宅共用部位、共用
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和
更新、改造的资金。也就是目前
我们俗称的房屋“养老金”，一些
地方也叫房屋维修基金、物业维
修资金等。

“现在，社会公众和广大业
主对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概念
有一些认识误区，以为房子出现
问题就能用，这是不准确的。”合
肥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
心主任方前进表示，“这一资金
的提取必须满足一些法定条件，
比如住宅共用部位、公用设施设
备必须是保修期满后。”

记者了解到，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住宅共用部位一般包括：
住宅的基础、承重墙体、柱、梁、
楼板、屋顶以及户外的墙面、门
厅、楼梯间、走廊通道等。

而共用设施设备，是指根据
法律、法规和房屋买卖合同，由
住宅业主或者住宅业主及有关
非住宅业主共有的附属设施设
备，一般包括电梯、照明、消防设
施、绿地、道路、路灯、非经营性
车场车库、公益性文体设施和共
用设施设备使用的房屋等。

当发生危及房屋安全等紧
急情况，需要立即对住宅共用
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维修
和更新、改造的，可以列支住
宅专项维修资金。
（据新华社北京5月24日专电）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躺在“金山”上，想用用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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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枪上的开
关“抓一下松一下”
反复来几次，一般
70升的油箱就会少
2升左右……

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加油站专门培训
员工克扣汽柴油


